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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力量助力乡村振兴·企业篇
多管齐下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

助力乡村产业结构升级

陕西省宜君县位于关中平
原与陕北黄土高原的结合部，是
传统的农业大县，苹果、玉米、核
桃是当地主要农特产品。 但由于
传统销售渠道单一、品牌影响力
弱、物流成本较高等原因，当地
农特产品销量一直不佳，农民收
入也较低。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 如何
挖掘宜君现有资源、促进产业结
构升级，成为摆在当地人眼前一
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2020 年，阿
里乡村特派员入驻宜君，在充分
调研的基础上，为当地带去了一
整套数字化发展方案。

据介绍，在了解宜居发展面
临的问题后，阿里乡村特派员开
始协调阿里巴巴集团资源，有针
对性地在宜君打造有竞争力的
商品，拓展线上线下渠道，同时
帮助当地建设产地仓，打造区域
公共品牌，加大培养电商人才力
度，提升营销能力。 此外，在对宜
君的产业帮扶工作中阿里巴巴
还引入天猫头部商家和合作伙
伴，加强带动效应，实现了事半
功倍的效果。

一套组合拳下来，宜君农业
发展得到了快速发展。 阿里公益
提供的数据显示，宜君农特产品
在淘宝的交易额从 2019 年的
173 万元增长到 2021 年 6957 万
元。 其中，支柱产业宜君苹果在
淘宝的交易额从 2019 年的 2.9
万元增长到 2021 年的 2256 万
元，增长了 700 多倍。 宜君苹果
销量在淘宝排名从 2019 年全国
所有区县中第 660 名上升到
2021 年全国第 13 名， 宜君县也
因此入选 2021 年全国“农产品数

字化百强县”榜单。
可以说，依托数字化技术和平

台优势，乡村发展已步入了一个新
的阶段，这也为企业更深次助力乡
村振兴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

记者从抖音集团了解到，近
年来抖音集团围绕乡村发展重
点领域，基于平台优势及业务能
力推出了“抖音乡村计划”，围绕
“人、货、景”三方面目标，打造了
山货上头条、 山里 DOU 是好风
光、乡村英才计划、乡村守护人
等项目，助力山货销售、文旅推
广及人才发展。

据抖音乡村计划相关负责人
介绍，为了更有针对性地助力农货
出山，项目组曾前往多地村县进行
农业产业调研，挖掘地方特色产品
和潜力商家， 接入平台专项服务，
并安排专人巡检驻场，帮助商家把
握货品品控及发货时效。

“山货上头条”还与中国邮
政速递物流在多个省市展开合
作。 通过快递和云仓补贴，帮助
商家降低物流履约成本，提升农
货消费体验。 据统计，在贵州、湖
北、广西山货助农专项中，通过
中国邮政累计发出 330 余万件
山货池的农特产商品，较活动前
增长 54%，帮助不同体量的农货
商家降低物流成本 15%-20%，总
体履约时长缩短 7%。 2021 年，
“山货上头条”推动 179.3 万款农
特产品通过抖音电商销往全国，
带动农产品销售 6895 万单。

上述负责人表示，为帮助乡村
打造旅游产业， 助力乡村文旅发
展，项目组还筛选出了潜在的乡村
热门打卡地，帮助其设计特色旅游
线路，连接乡村和周边城市，同时
设计“线上种草+线下打卡”的线路
推广方案，搭建乡村旅行攻略聚合
页，提供与特色线路相关的一站式
旅游等服务，并基于市场反馈和助
农作用等发布“乡村文旅风向标”。

2022年以来，“山里 DOU 是好风
光”累计推广 8个省 226个县文旅
资源 60亿次， 帮助销售乡村文旅
产品 3.4亿元。

产业发展和人才培养
“多管齐下”

乡村振兴， 离不开人才振
兴。 在产业发展的基础上，为乡
村带去新的发展思路同时培养
留得住的新型农业人才尤为重
要。 而互联网技术和数字化平台
的发展，为很多企业尤其互联网
企业介入乡村人才培养提供了
精准的切入点。

如，依托自身流量和平台等
资源， 抖音推出了“新农人培
训”，项目组通过开发专项课程，
整合乡村数字化、农业产业等培
训课程和资源，培训乡村的治理
人才、从业人群、职业院校学生
等。 项目旨在搭建“线上+线下”
的乡村数字化人才培训、认证和
就业创业一体化学习平台，并沉
淀乡村数字化产业案例资源库。

再如，2021 年阿里巴巴提出
“热土计划”，从产业、人才、科技
三个方面助力乡村振兴。 2022 年
7 月， 阿里巴巴发布“热土计划
2022”，从“产业振兴、人才振兴、
科技振兴、脱贫成果巩固”3+1 个
方向的 18 项新举措入手助力乡
村振兴，把数字化的力量带到更
多乡村。

据记者了解，继“乡村振兴
特派员”之后，阿里巴巴又陆续
派出数十位“乡村振兴技术官”，
通过送技术下乡为乡村提供更
有力的数字技术人才支撑。

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
治县是著名的“板栗之乡”，当地
有树龄 100年以上板栗古树 2000
多株。作为曾经的贫困县，板栗是
青龙的支柱产业， 全县板栗栽培
面积达到 100 万亩， 位居全国第
一，年产量 6.5万吨，产值 7亿元。

为保护这些古树，同时让更
多人关注乡村发展，阿里乡村特
派员及技术官在充分调研的基
础上，用几个月的时间开发了线
上认养平台———“百年板栗树认
养”公益小程序。 网友不仅可以
认领百年板栗树，获得数字认养
证书，还能了解板栗树的生长过
程，当板栗成熟时还能享受“包
邮到家”服务。 此外，在乡村特派
员的不断努力下，很多当地村民
及留守妇女学会了通过直播卖
货，收入有了显著提高。

记者注意到，企业在助力乡
村振兴的过程中并非选择单一
着力点，而是“多管齐下”，多方
位进行扶持。

如，义乌市场集团发挥自身
在营商环境、电子商务等方面的
优势，探索出“百县万品”帮扶项
目模式，即通过采用“构建 1 个
多元化产供销体系”“创建 1 个
电商人才培训基地”“搭建 X 个
东西部协作合作交流平台”和
“组建 Y 个精准帮扶服务联盟”
的“1+1+X+Y”的运营模式，帮助
中西部 22 省 400 多个脱贫县的
上万款农副产品和手工艺品以
义乌为支点撬开外部市场，为其
开拓稳定的销售渠道，真正实现
增产增收。 截至 2022 年 6 月底，
“百县万品” 帮扶项目累计培训
农村电商学员 1703 人， 实现消
费助农规模 1.92 亿元。

伊利集团通过技术、产业、金
融、风险、优质高产饲草料、奶牛
品质升级、全面贴身服务“七个联
结”， 与农牧民结成利益共享、风
险共担的共同体， 通过产业链赋
能和乡村人才培养带领农牧民共
同增收致富。 公开资料显示，2014
年至今， 伊利集团累计帮助合作
牧场增收超 85 亿元，开展奶牛养
殖技术线上培训 466 场次， 培训
21.1 万人， 培养“技术型”“管理
型”牧业人才 3000余名。

乡村振兴需多方协作发力

在 2021 年 6 月举行的第三
届长三角商业创新大会上，“百
县万品”协作共富项目 5 年行动
计划发布。 根据该计划， 未来 5
年（2021-2025），“百县万品”项
目将实现消费助农规模累计 10
亿元以上，成为带动性更广的助
农平台、 影响力更大的公益平
台、服务性更强的功能平台。

在此之前， 该项目已成
为首批挂牌进驻中国
（浙江）自贸区金

义片区 10 家企业之一， 被全国
妇联、浙江团校相继授予“全国
巾帼助农创业浙江基地”“义乌
望道青年学院现场教学点”。 而

“百县万品”项目之所以成功，离
不开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

2020年 5月 11日，在义乌市
委市政府领导下，“百县万品”消
费助农项目筹备小组成立。随后，
义乌市场集团派出六个小组奔赴
全国欠发达地区选品。 选品组走
访 23 个省 301 个欠发达地区，带
回上万款各地特产。2020年 12月
30 日，中国（义乌）“百县万品”消
费助农展销中心开业，“百县万
品”微商城消费助农 3.0版上线运
营。2021年 6月，“百县万品”项目
启动美丽推广计划， 优质农产品
亮相中国义乌时尚周……通过两
年多的探索实践， 项目取得了良
好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

然而，不能忽视的是，目前我
国一些欠发达农村地区“空心化”
和“老龄化”现象比较明显，导致
乡村发展中坚力量匮乏， 乡村发
展依赖的人才存在文化程度较
低、经营管理能力较弱等问题。此
外，一些地区农产品“小而散”，无
法进行规模化开发， 这些都是乡
村发展中遇到的痛点、难点。

乡村振兴是一项系统性工
程，要克服上述难题，需要政府、
企业、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相互
配合，共同参与。

抖音乡村计划相关负责人表
示， 未来抖音将持续深耕山货上
头条、 山里 DOU 是好风光等一
系列项目，促进乡村产业发展，并
将投入超百亿流量资源， 扶持乡
村创作者。“与此同时，抖音还将
继续开展课程培训， 与社会各界
力量合作，帮助培育乡村人才。 ”

阿里公益相关负责人谈道，
在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
略中，企业要做的是配合当地政
府， 帮助乡村打造一套可持续、
可参与、 可借鉴的发展模式，从
产业、人才、科技等方面引入更
多的资源、更优的技术、更强的
培训机制，让农民加入经济发展
的快车道。“下一步，阿里巴巴将
继续投入，助力欠发达地区科学
发展。 我们将重点围绕产业发
展，深入培养人才，引入更多力
量，同时在文化、生态和组织振
兴上， 发挥阿里科技和平台优
势，给予乡村更多支持。 ”

■ 本报记者 皮磊

乡村振兴战略是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
农村优先发展，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实现乡村振兴，需要各方共同参与。近年来，以企业及社会组织等
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协同发力，在促进农村产业结构升级、青年人才培养等方面积极探索，涌现出很多
成功案例。

日前，国家乡村振兴局开展了社会力量参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典型案例征集工
作，遴选出首批 36 个具有创新性、代表性和推广性的典型案例，涵盖了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
扶、民营企业、社会组织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等工作。

为更好地分享入选案例的经验做法，《公益时报》 记者近期采访了其中部分企业和社会组织，深
入了解其开展乡村振兴工作的聚焦点、落脚点，在开展具体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解决办法，以及下一
步工作规划。 本期分享的是企业帮扶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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