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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产品出土到餐桌有多远？

看美团点评“互联网+旅游扶贫”的新样本
10 年前，记者曾到甘肃探访

贫困家庭，烤土豆是当地农民能
拿出来待客的唯一食物，十年后
再次来到甘肃，土豆依然是他们
的家庭经济支柱。 丰收了价格不
高，价格高时又歉收，“丰产不丰
收”一直是困扰甘肃省定西地区
土豆种植户的最大问题。

为了解决土豆的收购价格和
销路这个难题， 美团点评与甘肃
省文化和旅游厅共同探索出的

“互联网+旅游扶贫”新模式，美团
快驴进货采购人员直接到农户家
田间地头拉走今年新收获的土
豆，直接送到餐饮商家的后厨。

11月 19日，记者来到甘肃省
定西市马铃薯交易中心采访。 当
地刚下完雪， 气温已经降至零下
10℃左右。 现场美团快驴进货工
作人员，一边清理积雪，一边紧张
有序地把一袋袋土豆搬运上车。

据悉，美团点评旗下的快驴
进货平台此次在定西签下了
3000 吨土豆的采购规模，首批土
豆将发往重庆、 成都等西南城
市，直接送到餐饮商家的后厨。

互联网＋旅游扶贫

定西，是全国区域性马铃薯
良种繁育基地，有“中国薯都”的
美誉。 马铃薯，是定西的“金字招
牌”，作为土特产而行销海内外，
更作为旅游商品吸引着大量游
客慕名前来。

但是， 土豆一旦卖不出去，
就意味着来年要廉价卖给淀粉
厂，有时候一斤土豆才卖一两毛
钱，“一年到头跟白干差不多”，

在快驴进货助力定西马铃薯采
销升级活动首批土豆发车现场，
记者随机采访了 50 多岁的何大
叔，他一直在忙前忙后地帮忙打
包、搬运、装车。 要给他拍照时还
很在意的抻了抻自己的衣服。 回
想起往年土豆收获后却卖不掉
的情况，何大叔原本腼腆的笑变
得严肃起来。

“今年总算可以过个好年
了，土豆卖上个好价钱，还能运
到大城市， 让城里人尝尝啥味
儿，这一年的忙活，值了嘞！ ”何
大叔说。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定西土
豆品质好、口感佳，但采购过程也
要严格把关———土豆大小有要
求，平均个头都要在 3 两以上，表
皮不能有青皮、 刀伤、 铲伤等情
况， 最大程度降低损耗率避免供
应链过程中的原料浪费。 通过提
高产品质量和标准， 提升终端客
户满意度， 可以持续获得客户对
定西土豆的认可。 长期坚持这样
的服务， 定西土豆的口碑会越来
越好，农民也能卖上个好价钱。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户外作
业， 满满一物流车、20 多吨定西
土豆装车完毕，首批土豆将运往
重庆、成都等西南城市，正式端
上各大餐饮店的餐桌。

为帮扶甘肃定西精准扶贫，
美团点评将定西土豆加入旗下
快驴进货渠道，直接采购 3000 吨
甘肃马铃薯，并利用覆盖全国的
供应链网络，向百万商家提供优
质马铃薯食材。

从田间地头、蔬菜源头的交
易中心， 一直到各大城市餐厅，

此次的助力定西土豆采销升级
案例，美团快驴也切实做到了打
通最后一公里，成为打通餐厅上
游供应链和实现供给侧改革的
一项有益探索。

精准扶贫重点在“准”

定西的探索，是美团点评与
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探索“互联
网+旅游扶贫” 的一个生动案例
和缩影。 这一方法的创新之处在
于，将定西地区旅游特色与美团
点评的“超级平台”流量优势有
机融合， 切实做到了土特产上
行，游客下行，即有引进来，也有
走出去。 双向互动，形成真正落
地有效的扶贫。

精准扶贫，重点在“准”。 瞄
准甘肃省对外形象薄弱、单一的
特点， 美团点评利用旗下美团
APP、大众点评 APP 两个超大流

量平台，搭建起一站式品牌推广
平台———品牌馆。 目前，兰州、敦
煌、张掖、甘南、陇南等 6 个地区
的品牌馆已完成搭建并上线，迅
速提升了甘肃旅游贫困地区的
影响力。

精准扶贫，要义在“精”。 为
解决“销路难”的问题，美团点评
利用互联网平台优势，特色农产
品线上零售渠道、快驴进货批发
销售渠道等，很快便为贫困地区
的农副产品打开了销路。

精准扶贫，关键在“实”。 截
至 2018 年 7 月，美团点评平台已
上线 56 种甘肃特色农产品，总
计售卖 5193 单，共计已扶贫补贴
20 万元，带动了全省全品类的上
线 POI（兴趣点）高速增长。

“十三五”是脱贫攻坚啃硬
骨头、攻城拔寨的时期。 甘肃省
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在采
访中表示，美团点评快驴进货平

台的直接采购，实现了给定西地
区“输血”，同时也提升餐饮商家
对于定西土豆这一国家地理标
志产品的认知，实现了当地农产
品的品牌效应。 同时，美团点评
创建的马铃薯特色农产品销售
渠道更为贫困地区“造血”；最
后，美团点评利用超级平台的流
量优势，提升“中国薯都”旅游品
牌影响力，为贫困地区“活血”，
实实在在做到了精准扶贫。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脱贫
攻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中共中
央、国务院也印发了《关于打赢
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
见》 和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 年）》， 脱贫攻坚进
入最为关键的阶段。

要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更
要激发贫困群众自我发展的内
生动力。 本次美团点评与甘肃省
文化和旅游厅合作的“互联网+
旅游扶贫”工作，在“授人以鱼”
的基础上又坚持了“授人以渔”，
这种合作模式不仅对本次合作
项目的成功开展具有战略性指
导意义，也为甘肃省此后日常的
旅游扶贫或互联网发展工作带
来积极的影响。 抵达梦想的路有
千万条，扶贫攻坚亦是如此。 插
上互联网翅膀的旅游扶贫是“造
血式扶贫”，不仅可以扶“贫”和
救“困”，更能扶“志”与扶“智”。
美团点评希望，进一步履行“帮
大家吃得更好，活得更好”的公
司使命， 以美团平台的基因特
性，为甘肃省贫困地区注入更多
的活力，并将此扶贫模式在更多
贫困地区进行推广。

■ 本报记者 于俊如

甘肃定西马铃薯种植户何大叔（图片由美团点评提供）

（上接 08 版）
《公益时报》：在你看来何谓

真正的“企业家精神”？
徐永光 ： 所谓“企业家精

神”，它一定是给社会创造价值，
而且这些企业家也一定具有创
新和冒险精神。 其实创新精神和
冒险精神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且
我觉得这种精神多半已经超越
了简单的个人物质诉求，而是基
于为社会创造价值的创新和冒
险。 它一定是正向的、为了社会
更加美好所做的努力。 这背后折
射出的是一种社会情怀和高度

的社会责任感。

我不会做一个平庸的跟班

《公益时报》：现在对你的评
价两极分化。 有人说你是中国公
益圈的一杆大旗，引领着公益组
织前进的方向；还有一种说你太
激进太冒进了 ，万一你 “把队伍
带偏了”怎么办？

徐永光：记得我在团中央的
时候就说过一句话：“团的干部
不能做官，要兼职，兼职才可以
将精英聚拢。 ”而且当时我还提

出很多改革的想法， 那时就有
人骂我，说“团中央出了叛徒”。
现在你再来看， 团中央省里的
书记都要兼职的。 其实我那些
想法差不多超前了 30 年。 我跟
大家说，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
体 制 创 新 的 过 程 中 有 三 种
人———一种是反对改革的保守
派，一种是推动改革的激进派，
还有一种中庸派。 而我选择做
激进派。 激进派当然不会四平
八稳，说这个也对那个也对，我
一定要说出一些人家可能不接
受的东西，或者是超前的观点。
假如徐永光扮演一个中庸的
人， 那么我在这行业还有什么
价值吗？ 我不会选择去做一个
平庸的跟班的， 我当然是要在
前面冲的。 而事实证明到现在
为止， 我还是把握了创新变革
的前瞻性。

《公益时报》：你如此有把握
和自信的依据来自于？

徐永光： 我早 20 年前就把
有些东西都已经看明白了 。
1999 年， 我提出互联网公益的
“三性”———选择性、透明性、便
捷性。 2000 年，我就让青基会通
过互联网募捐。 也是在 2000 年

那年，我跟搜狐张朝阳对话，那
时我就定义了互联网应信息产
品共享性采取以公益的手段做
商业的经营路线。 后来我又发
现社会企业可以用商业的手段
来做公益， 这就出现了免费的
商业和收费的公益， 颠覆了我
们多年来陈旧的思维和观念。
这些东西， 是在干中思考得来
的，再加上头脑好使，就会有所
发现。 还有，你就问我有什么是
没有做过的事？ 我当过兵，行伍
出身；做过工人，车钳刨铣焊我
全会，而且都是无师自通；我经
历过“文革”；我在体制里面待
过， 做过不大不小的官； 做公
益，办过公募基金会、非公募基
金会， 还有基金会中心网、“新
公民学校”等完全都是草根的；
20 多年前就做了社会企业三辰
影库公司， 企图推动教育信息
化，做了中小学音像电子馆，为
了走科普内容卡通化道路，制
作了 3800 集 《蓝猫淘气三千
问》，中央电视台天天播，我是
出品人你知道吗？ 我一生摸爬
滚打走过来的，知道什么好，什
么并不好。 敢于直言，但不会胡
说八道。

《公益时报》：你认为自己完
全有能力带着中国公益人走这
么一段路，而且不会带偏？

徐永光：首先我知道我自己
是对的。 这种“正确性”甚至在
国际范围都是领先的。 我倡导
的一些国内基金会的投资模
式， 国外同行听了都觉得不可
思议，认为很棒，很具独创性。

《公益时报》：如果要让你列
举迄今为止自己在中国公益界
做过的三件事并且排序 ，你的答
案是？

徐永光 ：毫无疑问———希望
工程第一， 南都基金会第二，基
金会中心网第三。

《公益时报》：你对中国公益
年会有着什么样的期许和希望？

徐永光：阿里巴巴研究院的
梁春晓说：“阿里巴巴是站在后
天研究明天，选择今天的路。 ”
我说，中国的公益行业却是“睡
在昨天的梦里混今天”。 这种现
状必须得到改变。 我觉得中国
公益年会在十年之内， 要始终
围绕着一个主题来办： 创新和
突破。 不要再拿着那些在业界
早已经过时的问题讨论来讨论
去，无甚意义。2010 年，徐永光在基金会中心网启动仪式上（网络配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