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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菜网发布精准扶贫成果

“互联网+渠道扶贫”实践初见成效
� � 2018 年 7 月 21 日，“地阔无
边，万晴相连”美菜网公益发布
会在北京举行。 发布会上，美菜
网扶贫战略研究院与中国农业
大学中国县域经济研究中心联
合发布了《美菜 SOS 精准扶贫白
皮书（2016-2018）》，总结了过去
两年美菜网精准扶贫工作的成
果。 同时， 双方联合发布美菜
SOS 指数，这是农产品流通领域
首个相对客观评价农产品滞销
严重程度的系列指数，为公众和
社会机构解决滞销问题提供客
观数据参考。

发布首个农产品滞销指数

去年 7 月，美菜网公益发布
会发布了《苍天厚土》纪录片，用
一个滞销菜农自杀的故事讲述
了“谷贱伤农”的现象，同时开启
了“美菜 SOS 精准扶贫全国采购
计划”。 该计划致力于通过救急
和救穷两个途径解决农民的困

境。
作为该计划的 2.0 版，“地阔

无边，万晴相连”美菜网公益发
布会在过去美菜网执行计划的
经验基础上，不仅深入讨论了滞
销菜事件给农民带来的不幸，还
带来了冷静的思考和科学的指
导方案，让农民从根本上摆脱农
产品卖难的困境，靶向助力精准
扶贫。

当天，美菜网公益发布会发
布了美菜 SOS 指数。 美菜 SOS
指数由美菜网扶贫战略研究院、
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县域经济研
究中心联合发布，是农产品流通
领域首个相对客观评价农产品
滞销严重程度的系列指数，以供
需关系、价格波动等指标计算而
成，包括滞销指数和救援指数两
个部分。

滞销指数分为菜品滞销指
数和地区菜品滞销指数两个部
分，分别监测蔬菜单品的滞销情
况和地区菜品的滞销情况，通过

数值反馈菜品滞销严重程度，为
公众及业内解决滞销问题提供
数据参考，意图尽量避免“悲情
大爷”的事件反复发生。

救援指数则以美菜网救援
过的 12 个滞销地区（“美菜 SOS
助销乾县酥梨”项目除外）菜品
为评价对象，旨在考察美菜网的
救援作用和为当地带来的经济
价值，引导社会关注滞销地区的
经济发展，助力精准脱贫。

“我有滞销菜”上线 2.0版本

在美菜网公益发布会上，
“我有滞销菜”报名窗口 2.0 版本
也正式上线美菜官网与 app 商
城。 新版的“我有滞销菜”报名窗
口增添了新的端口，让报名方式
更加广泛。 同时，“我有滞销菜”
报名窗口 2.0 还增加了新功能：
农户提交的滞销菜品信息都可
以得到美菜 SOS 指数的客观评
价。 对于真正严重的滞销农产品

美菜将迅速启动救援，并号召社
会力量参与。

自 2018 年 1 月“我有滞销
菜”报名窗口 1.0 版本上线以来，
美菜网收到了很多来自农村源
头的求助，并为很多农民解决了
燃眉之急。 在“美菜 SOS 助销西
昌洋葱”项目中，美菜为菜农挽
回经济损失近 10 万元。

扶贫助农产值过亿元

发布会现场还发布了《美菜
SOS 精准扶贫白皮书 （2016-
2018）》， 该书梳理了美菜网自
2016 年最美菜公益基金成立以
来至 2018 年 7 月的精准扶贫项
目，精确总结了美菜网三位一体
“互联网+渠道扶贫”模式。

据了解， 美菜网立足互联
网，服务农业，联通城乡，致力于
以现代信息技术、商业模式和创
新理念改造提升中国传统农产
品供应链，积极服务于国家脱贫
攻坚战略。 此外，美菜还实施了

“美菜 SOS 精准扶贫全国采购计
划”、最美菜公益基金、美菜 SOS
精准扶贫专区、“一村一品”扶贫
活动等系列行动，形成了“美菜
既扶贫、救急又救穷”的扶贫文
化和“帮乡亲、扶产业、暖人心”
三位一体的脱贫举措，扶贫成效
十分显著， 得到了各地政府、企
业、农民合作社和种植大户的广
泛认可。

自 2016 年至 2018 年 7 月，
美菜网在内蒙古、山东、安徽、河
北等 13 个地区采购滞销圆葱、
土豆、卷心菜、番茄、大葱等农产
品共计 2480 万斤， 产值 2280.8
万元。 北京美菜采购周边贫困地
区的农产品近 5000 万斤， 涉及
34 个贫困地区， 产值达 8700 万
元。 另外，美菜网还在山东德州、
广西柳州、四川凉山建立了三所

“最美教室”，让留守儿童可以通
过网络视频与远方打工的父母
进行联络，实现远程陪伴，共关
爱小候鸟 1020 名。

（皮磊）

近日， 湖北省扶贫攻坚领
导小组印发《关于 2017 年度省
直单位精准扶贫目标责任制和
定点扶贫工作考评情况的通
报》（鄂扶组发〔2018〕8 号），东
风公司 2017 年定点扶贫工作经
考评为优秀等次。

东风公司发源于湖北、成
长于湖北。 在谋求自身发展的
同时， 东风公司积极响应湖北
省委、省政府的号召，开展驻村
帮扶工作， 派出东风公司扶贫
工作队， 深入十堰房县五台乡
金牛寺村开展驻村帮扶。

脱贫攻坚，成在产业。 要带
领群众脱贫，发展产业是关键。
汽车是东风的主业， 东风公司
通过发挥自身产业优势， 创新
扶贫路径，在管理、产品、质量
等方面积极帮扶房县汽配企
业， 带动地方产业发展。 2017
年， 东风公司再次对房县三家
汽配骨干企业的实地调研，同
时通过多方努力， 帮助三家企
业供应商资格从 C 级升到 B
级。 此外，东风商用车有限公司
增加了对三家汽配企业采购的
汽配产品和采购份额。 其中，1
月至 11 月的采购额增长比例

同比均在 40%以上，同比增加采
购额 1600 余万元。

金牛寺村位于五台乡东南
部，地形以高山为主。 受自然条
件制约， 当地农业生产耕作粗
放，农业产业化程度低，农民增
收难度大。 经过深入调研和思
考， 东风扶贫工作队决定利用
房县山地资源优势， 发展黑山
羊和“跑跑鸡”养殖产业，将五
台乡打造成一个绿色农副产品
供应基地。 为加速建设黑山羊
种羊供应基地， 扶贫工作队在
资金、政策、经营、管理上积极
给予支持， 同时通过“借羊还
羊”模式，充分调动贫困户分散
养殖黑山羊的积极性。 目前，金
牛寺村黑山羊养殖基地已经初
具规模， 存栏量达到了 600 只，
带领村民走上奔小康的“羊”光
大道。 2017 年，金牛寺村被列为
房县山羊产业扶贫示范村。

五台乡地处山区， 良好的
自然条件非常适合林下喂养土
鸡。 为培育壮大“跑跑鸡”养殖
产业， 扶贫工作队出台土鸡喂
养激励措施， 拿出专项扶贫资
金鼓励动员所有农户积极喂
养。 此外，还建设了专业化的鸡

苗脱温房和标准化的土鸡屠宰
中心，建立土鸡销售渠道，解决
了集中宰杀、真空包装、储备运
输、统一销售的问题，让优质鸡
进一步变为餐桌上的放心鸡。

为改善乡村面貌，2017 年，
东风公司在金牛寺村、 红场村
新建 3 座桥梁， 解决群众出行
难题。 同时，还将脱贫攻坚与美
丽乡村建设相融合， 着力发展
庭院经济， 扶持贫困户种植
4000 余株樱桃树打造致富景观
带，构建幸福和美新农村。

在教育扶贫上， 东风公司
通过实施“一个孩子就业一个
家庭脱贫”工程，开办“房县精
准扶贫学生”职教专班，组织房
县 13 个乡镇 78 名学生参加职
业技能学习， 并对建档立卡贫
困生每学期发放不低于 2000 元
助学金。 据了解，所有房县学生
学成毕业后， 将优先推荐到东
风公司所属企业上班， 获得稳
定并具有一定竞争力的薪酬，
从而真正实现一人就业、 全家
脱贫。

据统计，2017 年，东风公司
共投入扶贫物资 277 万元，在房
县开展帮扶项目 17 个，通过兴
建便民桥、带动汽配产业、发展
黑山羊养殖、建设屠宰中心、搭
建农特产品销售渠道等措施，
加速推进幸福小康村的建设。
作为驻鄂央企，东风公司以“润
楚工程”为载体，在实施对口支
援房县工作的同时， 积极参与

“616”工程和“三峡库区移民工
程”，助力恩施、五峰、兴山经济
社会发展， 努力发挥驻鄂央企
在构建“富强湖北、幸福湖北”
进程中的积极作用。 （于俊如）

由中国田径协会主办、贝壳
冠名的 2018“贝壳中国·社区跑”
近日正式启动。 本届社区跑以
“练习跑步，从家开始”为主题，
旨在打造一场全民参与的更便
捷、更趣味、更有温度的跑步赛
事。 活动将设置线上跑、训练营、
城市赛三个环节， 并将在成都、
北京、郑州、大连、苏州、深圳等
10 个城市落地 5KM 城市赛。

从 2018 年 7 月 16 日起，由
田协授权的“社区跑服务站”在
全国 3000 家链家、德佑、铭家等
贝壳找房的线下门店正式挂牌
启动，并长期为跑者提供饮水供
给、应急医疗、物品寄存等免费
服务，让跑步更便捷、更安心。

2018 贝壳中国·社区跑赛事
活动分为“线上跑”、“训练营”与
“城市赛”三个环节。 在线上跑环
节，居民可以登录悦跑圈完成当
天打卡任务获得勋章，还可以获
得参与城市赛机会。

作为城市赛前的热身，“训
练营” 会邀请专业教练深入社
区，面向所有入门级跑者提供免
费训练， 并对跑友进行跑步指

导。 贝壳找房 CMO 宋琦表示，
相比于去年，今年“训练营”的辐
射范围将扩大至全国，覆盖贝壳
业务所在的 40 多个城市， 将至
少举办 100 场。 据悉，2018 贝壳
中国·社区跑城市赛的第一站将
于 7 月 28 日在成都兴隆湖正式
开跑。

贝壳希望通过营造轻松简
单的跑步场景，让社区居民都能
走出家门释放压力。 为此，经中
国田径协会授权， 从 7 月 16 日
开始，贝壳在全国设立“社区跑
服务站”。

与往年有所不同的是，今年
无论在城市范围、服务站数量还
是设置时间上都有了很大的提
高。“贝壳将联合合作伙伴链家、
德佑、铭家，在全国范围内根据
社区环境、跑者分布，于重点区
域精选 3000 家门店长期设立社
区跑服务站，为社区跑者提供饮
水补给、物品寄存、应急医疗等
多样免费服务。 ”宋琦表示，贝壳
找房将全程守候每一位跑者的
健康，让跑步更便捷、更安心。

（张明敏）

2018“贝壳中国·社区跑”启动
三千门店“变身”社区跑服务站

东风公司获评 2017年度
湖北省直单位定点扶贫工作考评优秀单位

东风公司积极开展黑山羊养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