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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果农增产增收走上脱贫致富路

创新营销模式 线上线下双轮驱动

徐闻县地处祖国大陆最南
端。 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环
境，孕育了独特的优质菠萝。 徐
闻因而享誉 “中国菠萝之乡”
“中国菠萝产业龙头县”“中国
绿色生态菠萝十强县”等美名。

目前， 徐闻县菠萝种植总
面积 35 万亩，主要分布于曲界
镇等中东部 7 个乡镇。 菠萝成
为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的主要产
业之一。 近 3 年来该县不断推
行菠萝标准化种植， 推广新品
种，优化种植结构，再加上去年
7 月以来该县高温少雨， 光照
充足，有利于菠萝生长。 本年度
菠萝生产， 质量好、 上市时间
早。 总产量为 60 万吨，果品品
质整体较往年提升， 上市时间
较上年度提前 22 天。

然而， 受今年春节后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农产品流通链
受阻，此时恰逢徐闻菠萝收获
上市季节，而全国菠萝主销区
市场处于关闭或者半关闭状
态，其中，湖北原为徐闻菠萝
在华中地区主销区。 菠萝产业
出现采摘难、运输难、销售难，
原有订单多数作废，菠萝等农
产品销售成为当地急需解决
的问题。

在省委省政府、 湛江市委
市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各级农业
农村部门的大力支持下， 徐闻
县委县政府审时度势， 及早谋
划，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
抓经济社会发展， 积极推动企
业复工复产稳产， 全力做好菠
萝营销工作。

为帮助徐闻果农解决菠萝销
售问题， 省农业农村厅按照省委
领导指示，成立工作专班，指导支
持徐闻菠萝销售工作， 省农业农
村厅副厅长陈东亲自当群主组建
了“徐闻菠萝 12221”微信工作群。
湛江市委书记郑人豪、 市长姜建
军等领导多次实地调研徐闻菠萝
产业发展。

徐闻县委、县政府着眼工作大
局，统筹各方，科学研判，早部署、
早行动；县防疫指挥部召开 6 次全
体会议部署“防疫情、 抓流通、促
生产”工作。 县委、县政府主要领
导积极深入村组、种植基地、农产
品加工、流通企业调研；县党政领
导分工挂点农产品加工企业，帮助
企业复工复产，全面开展菠萝销售
工作。

同时，出台《关于印发徐闻县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农产品流通加工扶持暂行办法
的通知》《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防疫期间做好农产品流
通工作的通知》等文件 ，县财政
紧急安排首期 1359 万元资金 ，
落实三项奖补支持政策：一是安
排 616 万元对流通大户 、农产品
加工企业和农产品电商服务企
业进行扶持。二是安排 700 万元
设立“农贷宝” 助农贷款项目，
贴息率按 4%计 ， 连 同 原 有 的
“政融保 ”“菠萝贷 ”“菠萝保险 ”
等项目一并实施，切实撬动金融
和社会资本融入农业产业发展。
三是安排 43 万元暖心优待采购
商。 对县外来徐的采购商实行定
点接待，免费提供住宿。

县委县政府成立工作专班，产
区乡镇、 村组成“服务组”“采收
队”， 切实解决采购服务工作。 防
疫期间外地采购商入驻该县定点
接待酒店达 45 家。

贫困户的农产品是否销出
去， 直接影响到能否如期脱贫的
重要问题。 为此， 徐闻县在疫情
期间想方设法增加贫困户收入，
狠抓消费扶贫， 成立全国菠萝销
售联盟 ，充分利用“12221”农产
品销售模式， 举办系列扶贫产品
产销对接活动； 发挥徐闻县三农
服务中心、菠萝跨境电商产业园、
中国菠萝原产地直销中心平台作
用，与尚德、厚德超市、邮政扶贫
产品展销平台、 东西协作供销联
盟合作， 采购扶贫产品。 通过与
邮政部门合作， 降低邮资， 利用

“邮居乐”直销扶贫产业，有效拓
宽菠萝等扶贫产品流通渠道，增
加贫困户收入。

与此同时， 徐闻县按照分区
分级精准防疫要求 ， 率先全面
撤销镇、村卡点 ，畅通交通，促
进农产品流通， 并在镇村两级
建立产销对接服务队 。 各乡镇
因地制宜、各显神通，纷纷组建
服务队 、 采果（菜）队 、装车队

等。 服务队由镇、村两级领导、
党员 、团员 、农办主任 、志愿者
组成，进村设点。

在防疫特别时期， 党员、团
员冲锋在前，充当采购商的翻译
员、代办员、服务员、调解员，切
实解决采购商居住、用工 、用车
等问题。 如菠萝产区曲界镇由
153 人组成的 17 支服务队 ，分
别进驻采购商定点宾馆和村委
会，帮采购商解决用工难、用工
贵、运输难运输贵等问题，有时
当翻译员，解决群众语言不通问
题，有时甚至当起调解员 ，解决
合同纠纷问题。 外地客商感叹：

“这是新时期基层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的体现”。

曲界镇石灵溪村委会奇鹤
村贫困户黄泽全告诉记者，正是
因为得益于政府建立产销对接
服务机制，使他家种植的菠萝及
时销售出去，并卖得好价钱。 今
年他家卖菠萝除掉成本，纯收入
3 万元多。

“今年我们创新工作机制 ，
为疫情之下的农产品营销提供
新思路，打造了县长当主播 、新
电商搭台、农民唱主角的‘徐闻
模式’，有效地解决疫情下菠萝
的销售困境。 ”徐闻县农业农村
局负责人表示 ， 这样不但解决
了卖菠萝难问题， 而且卖到了
好价钱。

2 月 19 日，徐闻县长率先走
进助农直播间， 两小时售罄 15
万斤菠萝。 接着， 在一个月的时
间里， 两名副县长和 7 个镇的书
记、镇长相继出镜推介菠萝，另有
5 位镇长、 扶贫书记也走进直播

间推介徐闻特色扶贫产品……
通过开展县长书记镇长直播

推介、采购商会客厅连线、批发市
场“云采购”、 短视频带货等模
式，打造徐闻菠萝网络营销工程，
迅速形成良好的销售局面。

徐闻菠萝系列网络营销举措
引起广泛关注， 人民日报、 新华
社、 中央电视台及省各大媒体持
续跟踪报道，“徐闻菠萝” 品牌知
名度进一步提升。

4 月 8 日， 徐闻县举行菠萝
出口日本发车仪式，逆势而上，走
出国门， 迈开了开拓全球市场的
步伐。

“最近我们县有两个好消
息， 一个是全县 2019 年剩余
未脱贫人口已全部脱贫。 另一
个是今年全县菠萝销售率达
98.3%，销售工作取得了决定
性的胜利。 ”6 月 28 日，徐闻
县有关领导对羊城晚报记者
如是说。

最近，省领导称赞：“特殊
时期，特殊困难，特殊措施。 湛
江徐闻菠萝营销抓得有成效
……”湛江市委书记郑人豪等
也对此给予充分肯定。

线上线下双轮驱动
县镇领导轮番上阵当主播

建立产销对接服务机制
增加贫困户收入

截至6月27日， 徐闻菠
萝销售量59万吨， 占全年总产

量98.3%。在“12221”徐闻菠萝网
络营销直通车模式的带动下， 全县
菠萝实现了产销两旺， 鲜果总产值
15亿元 。其中 ，菠萝主产镇———曲
界镇仅邮政银行农户存款余额合
计12.56亿元，同比增长2.65

亿元，增长率80户272人
已全部脱贫。

数数说说扶扶贫贫
领导高度重视 精准施策抓促销一手抓防疫 一手抓复工复产

湛江
徐闻

徐闻菠萝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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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落实中央打赢脱贫攻坚战决策部
署，招商银行佛山分行强化党建引领，积极践
行社会责任。 近日，以党建共建为契机，招商
银行佛山分行与佛山市南海财政局赴云浮镇
安镇南安村，共同开展“万企帮万村”扶贫公
益活动，促进南安村精准脱贫。

党建共建履责任 扶贫扶志攻脱贫
———招商银行佛山分行与佛山市南海财政局共同开展“万企帮万村”扶贫公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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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
招行

在招商银行佛山分行“万
企帮万村” 扶贫支票捐赠仪式
上， 副行长刘宏峰代表招商银
行佛山分行向云浮镇安镇南
安村捐赠 4.5 万元扶贫支票。
佛山市南海财政局局长洪巨
涛 、副局长孔月娥 、副局长韦
伴玲、招商银行佛山分行副行
长刘宏峰、 总经理党文新、副
总经理李绍礼等党员参加了
此次活动。

随后的座谈中， 刘宏峰表
示，参加“万企帮万村”云浮镇
安镇扶贫公益活动， 是招商银
行佛山分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的体现， 希望通过此次捐赠活
动，为贫困户解忧排难。 未来，
招商银行佛山将继续密切与当
地政府等机构协作， 充分发挥
金融优势， 凝聚攻坚合力，履
行企业社会担当，为国家脱贫
攻坚战略贡献招行力量。

洪巨涛表示， 对招商银行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对扶贫工
作的担当表示衷心感谢。 洪巨
涛表态， 作为南安村的定点帮
扶单位， 南海财政局一定与村
委会一起，把这笔钱用好，用在
点子上。洪巨涛指出，精准扶贫
工作开展以来， 佛山市南海财
政局始终高度重视，五年来，积
极对接南安村， 并派出定点扶

贫负责人， 深入开展精准扶贫
工作。 同时，为消除返贫，彻底
解决贫困问题， 南海财政局结
合当地实际，以养鸡为切入点，
找到了最适合当地老百姓的脱
贫途径，实现了从“输血”扶贫
到“造血”扶贫的突破，从根本
上解决贫困问题。目前，南安村
一期养鸡场项目已投产， 该村
居民每人每年可分红 1000 元。
目前，二期项目正在筹建中，招
行佛山分行捐赠的现金也将投
入其中。

南安村党支部书记在致
辞时表示，非常感谢此次招商
银行佛山分行对南安村扶贫
捐献的大爱之举，他代表村委
及村民表示衷心感谢，也感谢
佛山市南海财政局五年来对
南安村的帮扶 ， 通过实地调
研，访农户、摸情况 、想办法 、
谋出路，并最终把南安村带上
脱贫奔小康的正途。

2020 年是我国扶贫攻坚
战略的收官之年。 招商银行佛
山分行将始终牢记初心和家国
情怀，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勇担
社会责任， 通过持续的扶贫公
益活动、定点帮扶、项目扶贫和
金融支持， 助力国家圆满实现
脱贫攻坚战略， 为提升百姓福
祉作出招行贡献。

数数说说扶扶贫贫

招行成立 33 年
以来 ，一直勇于担当
社会责任 ，扎实贯彻
国家精准扶贫战略 ，
积 极 参 与 各 项 公 益
活动 ，助理脱贫攻坚
事业 ， 并连续 22 年
为云南武定 、永仁两
县 开 展 定 点 扶 贫 工
作 ，实现了从 “输血 ”
式 扶 贫 到 实 现 “ 造
血”功能的突破。

文 /� 崔晨

赴云浮镇安镇南安村党建活动合影

招行向云浮镇安镇南安村捐赠扶贫支票

刘宏峰副行长一
行参观当地扶贫项目和
走访贫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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