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2019 年 1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入开展消费扶贫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指导意见》，将
消费扶贫纳入“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鼓励民营企业采取“以购代捐”、“以买代帮”等方式采购
贫困地区产品和服务，帮助贫困人口增收脱贫。 消费扶贫被纳入国家脱贫攻坚政策体系，成为助力
脱贫攻坚的有效手段。

事实上，近几年来已经有很多企业在探索消费扶贫的有效路径。 尤其一些大型互联网和电商企
业，凭借自身流量和用户优势，率先在消费扶贫方面布局，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那么，企业在探索消费扶贫的过程中做了哪些尝试？ 究竟什么样的情况适合开展消费扶贫？ 消
费扶贫为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带来了哪些改变？在支持消费扶贫的过程中，如何实现企业经营和扶
贫工作双赢，进而保障消费扶贫工作的可持续性？

《公益时报》记者就此对企业在消费扶贫方面的实践和探索进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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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庆

直播带货、“消费扶贫月”、“以购代捐”……

企业消费扶贫的创新探索

企业的积极探索

为帮扶“三区三州”深度贫
困地区———甘肃省临夏州东乡
县，碧桂园集团开展了一系列消
费扶贫的探索。 自 2018 年开始，
碧桂园集团将每年的 11 月定为
集团消费扶贫月， 探索以购代
捐、以买代帮的消费扶贫模式。

2018 年 4 月，碧桂园集团扶
贫工作队员进驻东乡族自治县，
在调研当地的特色资源和产业
项目发展情况后，决定依托自有
扶贫品牌“碧乡”的平台资源，为
东乡羊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

2018年 11月 11日， 碧桂园
针对东乡优质特产“东乡羊”举办
了慈善晚宴， 通过对接当地养殖
合作社，收购贫困户饲养的肉羊，
发动企业员工、 子公司及合作企
业以买代帮，利用线上、线下销售
渠道，减少销售中间环节，打造东
乡贡羊特色品牌， 将东乡特色产
品销向全国。短短三天时间，完成
了10000 只东乡羊的销售计划，
销售额达上千万， 惠及 3000 多
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每卖出一只东乡羊，可以
帮助贫困户获得 1000 元到 1200
元的收入。 ”碧桂园相关负责人
介绍道。

碧桂园还通过举办青年致富
带头人培训班， 为东乡族自治县
返乡创业青年提供“设基金、建工
厂、造品牌、送技术、拓市场”等全
方位服务， 为他们提供广阔的创
业平台和脱开产品的销路， 由此
带动更多贫困户劳动致富。

2019 年初，碧桂园联合东乡
当地马铃薯碧籽种种植企业，投
入资金 200 万元，对东乡县 7 个
乡镇 32 个贫困村 2625 户未脱贫
户开展马铃薯籽种帮扶工作，每
户提供 586 斤免费籽种，并提供
技术指导。 2019 年东乡马铃薯丰
收，增产约 25%。

碧桂园通过以捐代购，以买
代帮的模式助力东乡县消费脱
贫是帮扶贫困地区的一个缩影。

碧桂园扶贫团队每到一个贫
困地区， 注重挖掘当地的特色和
优质农副产品，重点打造“一村一
品、一县一业”，与贫困县致富带
头人、 村镇企业和合作社进行合
作，依托旗下自有品牌“碧乡”和

“碧优选”， 建立农特产品产销平
台，帮助贫困户联系平台、打开销
路，打通消费扶贫“最后一公里”。

据了解，碧桂园集团、碧桂
园服务在全国建设运营的社区
多达 2000 多个， 这些人群无疑
是碧桂园集团开展消费扶贫的
顾客群首选。 那么怎么让社区居
民长期支持消费扶贫呢？

碧桂园集团通过开展社区
展销会的方式，拓宽扶贫产品销
售渠道，以旗下社区新零售品牌
公司众多门店网点作为平台，让
社区居民能够在日常消费中支
持扶贫工作。 碧桂园集团相关负
责人介绍道：“我们用“社区+消
费扶贫”的模式，与陕西宁陕县
的‘疯婆娘’合作社、宁陕县政府
共同投资‘中蜂产业链’，都借助
碧桂园的零售渠道将产品销往
全国各地。 ”

为了给社区居民提供更便利

的服务，碧桂园还尝试用“互联网+
消费扶贫” 的模式， 结合京东、有
赞、凤凰会 APP等电商平台，通过
搭建线上商城推进消费扶贫，减少
消费者购买过程中的多余环节，提
高产品的流通和交易效率。

此外，碧桂园还通过“农特
产品展销会+消费扶贫” 的形式
推广贫困县的农特产品，如碧桂
园参加第六届中国公益慈善项
目交流展示会， 通过自有品牌
“碧乡”展出扶贫产品，将 14 个
帮扶县参展商的主打产品，直接
对接到全国各地的采购商。

在探索消费扶贫有效途径
的过程中，杭州贝贝集团的做法
是借助电商平台的天然优势，注
重政企联动，在帮助贫困地区销
售农副产品的同时，通过市场营
销手段， 帮助他们打造区域品
牌，以此提升产品的知名度。

贝贝集团相关负责人告诉
《公益时报》 记者，2018 年 2 月，
贝店启动了“一县一品”扶贫助
农计划，探索“社交电商+技术培
训+消费扶贫”的电商助农模式。
发挥电商平台优势推动农产品
上线。 通过技术培训、资源整合
等方式，助力农村电商基础设施
的建设。 与此同时，对贫困地区
的农业标准化生产进行指导，帮
助贫困地区打造地方农产品品
牌。截至目前，贝店已与超过 150
个县域达成产地直供合作，在全
国建立 59 个“一县一品”精准扶

贫基地。
在业务推进过程中，贝贝集

团尝试将业务发展和扶贫工作
相结合，探索“消费扶贫+直播助
农”的模式。

据贝贝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
贝店尝试通过网络红人的流量直
播助农，于今年 3 月，联合杭州市
妇联成立杭州市网红巾帼联盟，
通过举办“巾帼带货·爱心助农”
公益直播活动，对浙江临安紫薯、
衢州椪柑、四川枇杷、陕西猕猴桃
等进行农产品推荐。 首场直播短
短一小时助销各类农产品累计 8
万余斤，销售额达 40多万元。

贝店还尝试通过与地方政
府连线的方式，开展原产地“云
溯源”直播助销农产品活动。 每
周联合地方政府官员进行一场
农产品原产地溯源直播活动，为
消费者推荐一款贫困地区的优
质农产品。

贝贝集团相关负责人称，这
一模式的效果非常显著，云南元
江玉溪市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
自治县副县长李丽通过贝店直
播，助销沃柑 10 万斤;四川仁寿
县副县长黄勇走进贝店直播间，
15 分钟助销青见柑橘 1 万斤。

助力乡村发展

在碧桂园集团相关负责人
看来， 在碧桂园自有扶贫品牌

“碧乡”的平台上，还有更多像东

乡羊这样来自贫困山区的优质、
特色农产品，其中，贝贝南瓜以
及舒城姜茶、小兰花茶等产业扶
贫产业同时也进入碧优选。

“我们通过在贫困地区开展
‘扶项目、采订购、建车间’的方
式，帮助贫困地区建设标准化养
殖基地; 与当地专业合作社签订
手工艺品采购协议，带动深度贫
困地区手工艺产业发展; 通过建
立扶贫车间，来吸纳贫困地区的
建档立卡户就业等方式，保障贫
困人口脱贫不返贫。 ”碧桂园相
关负责人总结道。

招银国际研报分析认为，碧
桂园通过旗下零售商店向消费
者提供更安全，更便宜和更多种
类的农产品，帮助农民提高产量
和收入的同时，农民财富不断积
累，将更有能力购买碧桂园的住
宅，形成良性循环。

在贝贝集团相关负责人看
来，贝店开展了 2 年多的扶贫行
动，首先是为贫困地区的贫困人
口增加了收入，主要体现在以下
两方面：

第一，贝店属于电商销售，在
减少农产品交易中间环节的基础
上，为提升收购价格提供了空间。
据贝店调查了解， 通过电商销售
的农产品， 平均每公斤的价格比
通过线下交易高 0.5元左右。

第二， 贝店具有短时间内的
“爆款”打造能力，成为网红产品之
后， 能够提升农产品的收购价格。

例如 2018年 9月，贝店 11小时销
售福建平和蜜柚 140万个，使其迅
速成为网红产品，从而带动当地蜜
柚收购价提高 0.2 元左右。

截至 2019 年底，贝店助农累
计销售农特产品 7 亿斤，为农民
创收超 30 亿元。

贝贝集团相关负责人认为，
消费扶贫的探索除了增加了贫
困人口的收入外，贝店通过产品
标准输出，帮助贫困地区的农户
建立了农产品质量意识和分拣
习惯。 比如以往农产品销售以线
下渠道为主，农户并不会对产品
进行分拣，无论好坏、大小，都是
混在一起卖给批发商。 如今，农
户们知道要进行初级分拣，将质
量好、卖相好的挑选出来作为优
质品销售， 既可以卖个好价钱，
又能打造好口碑。

实现企业经营和扶贫工作
双赢

消费扶贫既是公益行为，也
是经济行为。 如何才能让消费扶
贫具有可持续性呢？

碧桂园相关负责人坦言，碧
桂园、国强公益基金会孵化的碧
乡农业、国华文旅等社会企业均
实现了企业经营与扶贫“双赢”
的目标。 以碧乡农业公司为例，
碧乡转化贫困村的自然资源，打
造乡村旅游， 链接到贫困群众，
让老百姓受益。 作为社会企业，
碧乡除了基本的成本，是不分配
利润的，产生的利润会继续投入
到扶贫事业或者慈善事业的再
发展中， 就可以实现可造血、可
发展、可持续。

贝贝集团相关负责人认为，
最好的扶贫应该是在商业上也
做到可持续， 这样才能长久，也
才能真正地为贫困地区带来彻
底的改变。

“贝店的扶贫助农主要以产
品销售和标准输出为主，主要是
人力成本方面的投入和部分营
销投入。 为解决不断投入的成
本，贝店将扶贫与企业自身的业
务相结合，在业务发展中开展扶
贫工作，同时通过扶贫来促进公
司业务的发展。 ”

贝贝集团相关负责人认为，
“产地直供” 是贝店的三大源头
供应链之一，农副产品也是贝店
平台重要的商品类目，在业务开
展的过程中，贝店发现许多贫苦
地区其实不缺优质农产品，缺的
是渠道、 包装和电商运营人才，
而这些正是贝店所擅长的。

在贝贝集团相关负责人看
来，消费扶贫在一定程度上实现
了不同地区的优势互补、互利共
赢。 能有效动员起社会力量，激
发公众爱心。 比起政府“输血”式
扶贫，消费扶贫最大的特点是既
兼顾了市场化的特点和优势，又
动员了全社会力量参与。 可以让
贫困群众更有尊严，更能体验劳
动创造幸福的成就感。 也让“养
在深闺人未识”的那些“宝贝”得
到了价值体现， 让贫困群众在
“你买我卖” 的商品交换行为中
更体现出尊严。 此外，有利于提
高贫困地区的产品质量、增强贫
困群众的市场意识， 从而提升
“自我造血”功能。

农特产品展销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