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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皮磊

脱贫攻坚进入关键期
未来企业扶贫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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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扶贫赋能当代新农人

前不久，字节跳动发布了阶
段性扶贫成果：三年时间，今日
头条、 抖音等平台依托多个扶
贫项目，通过品牌打造、人才培
训、 流量扶持等方式， 累计帮
助 256598 名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增收。截至 2020 年 10 月，字
节跳动各类扶贫项目累计为
国贫县农产品提供曝光超过百
亿次，帮助销售国贫县农产品超
过 1.7 亿元。

据记者了解， 从 2017 年 11
月开始，字节跳动依托旗下今日
头条，发起“山货上头条”项目，
帮助贫困地区打造农产品品牌，
促进农产品销售。 此后三年，字
节跳动陆续在今日头条、 抖音、
西瓜视频等平台发起“金稻穗计
划”“山里 DOU 是好风光”“县长
来直播”“扶贫达人培训计划”等
项目，推进三农信息普惠，助力
脱贫攻坚。

流量扶持，已成为当下新型
互联网企业助力贫困地区农产
品销售的有效方式之一。 而信
息精准分发则是字节跳动扶贫
的一大优势， 通过精准连接贫
困县扶贫产业和市场需求，字
节跳动扶贫帮助贫困地区农产
品走出大山，帮助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增收。

今年疫情期间，针对贫困地
区农产品销售遇阻的问题，抖音

“县长来直播” 邀请各地县长走
进直播间， 为当地农产品带货，
仅 5 月茶叶直播专场销售额就
超过 1078 万元； 抖音“荔波
DOU 是好风光” 话题带动某些
贫困县 2019 年五一假期游客同
比增长 65.98%，旅游收入同比增
长 68.11%。

北京字节跳动副总裁李涛
告诉记者，下一步，字节跳动准
备将“山货上头条”“山里 DOU
是好风光”“扶贫达人培训计划”
升级为“字节乡村计划”，依托地
方政府，联合公益机构，建立系
统、长效、规模化的培训体系。

“未来五年，‘字节乡村计
划’ 计划培养 10 万名具备新媒
体、 电商直播思维的新农人，带
动身边的农民在信息赋能下走
向富裕之路，助力乡村振兴。 ”李
涛表示。

脱贫特派员助力精准脱贫

2019 年，阿里开创了一种全
新的助力农村脱贫模式———脱
贫特派员。 自 2019 年 6 月开始，
两批平均在阿里工作 10 年以上
的员工陆续驻扎到山西平顺、甘
肃礼县、贵州普安、湖南城步、甘
肃渭源等 11 个国家级贫困县，
并带去了阿里农村数字化的一
整套思考方式、数字技术、运营
经验。 同时，围绕教育脱贫、健康
脱贫、女性脱贫、生态脱贫、电商
脱贫这五大脱贫方向，这些脱贫
特派员对贫困县域进行全方位
助力。

戈新县是一名在阿里工作
了 15 年的老员工， 今年 4 月被
派遣到江西省寻乌县，帮助当地
建立了全国首个阿里巴巴客服
中心，首期就提供了近 300 个工
作机会，为寻乌培养新零售服务
人才、电商生态运营人才，吸引
大量青年返乡就业；同时“新未
来高中生”“马云乡村寄宿学校”

“养育未来”“加油木兰”等教育、
就业、医疗保障措施也纷纷在寻
乌落地。

另一名脱贫特派员聂星华
去年 6 月到达山西省平顺县后，
组织当地 3500 余人参与了电商
培训，带动当地网店商铺从最初

的 30 余家发展到近 400 家，全县
一年网络销售达到近 8000 万
元，其中 7 场淘宝公益直播就为
当地贫困户卖出农林特产超过
800 万元。

他为当地引入的“蚂蚁森
林” 沙棘生态经济林保护项目，
创造 1000 多个就业机会， 人均
增收 5673 元， 未来每年预估可
产生 1300 万元收益， 沙棘生态
绿色产业已经成为当地四大主
导产业之一。

10 月 14 日， 在全国第七个
国家扶贫日的重要活动“扶贫日
系列论坛”上，国家相关部门公
布了扶贫成效显著、受到群众认
可的“真扶贫、扶真贫”的典型案
例，其中阿里巴巴首创的“脱贫
特派员”模式被评选为“网络扶
贫十大案例”。

阿里巴巴集团合伙人、阿里
巴巴脱贫基金执行秘书长孙利
军表示，打造一套可持续、可参
与、可借鉴的互联网+脱贫模式，
就是阿里特色的脱贫实践。“虽
然不同贫困地区的发展瓶颈有
所不同， 但缩短数字发展的差
距、 创造可持续的商业发展模
式、增长自我造血的能力，是实
现脱贫的重要途径。 ”

扶贫创客探索产业扶贫新路

事实上，派驻员工深入贫困
地区并不是阿里一家的做法，很
多企业近几年也在进行积极探
索。 发展产业扶贫、造血式扶贫
已成为企业共识。

2018 年，高顿教育集团启动

了暖锋计划公益项目：选派具有
创业精神、有想法、有公益热情
的优秀员工到贫困村挂职兼任
村长助理，负责执行企业扶贫计
划。 这些被选派到扶贫一线的员
工被称为“扶贫创客”。 当时，这
些创客被派驻到云南省文山州
富宁县两个贫困村，并相继成立
了“洞波乡里那村刺绣工作室”
和“那能乡那瓜村沙糖橘种植合
作社”。

高顿教育集团董事长助
理、 暖锋计划发起人陈若诗告
诉记者，截至目前，暖锋计划共
招募了七名创客，其中两人是公
司内部选派转岗， 项目还在当
地招募了一名文书与两名大学

生，长期为项目工作，每个月发
放固定薪资。

据介绍， 目前刺绣项目已
经比较成型， 只需要日常组织
活动、维护、承接订单，每年固
定制作高小吉约 2000 只，帆布
包、 钥匙扣等订单数量约 300
件 ， 带动当地留守妇女约 70
人， 每个月产生 300 至 500 元
额外收益。

砂糖橘项目种植的 160 余
亩砂糖橘基地已经开始挂青果，
今年 12 月将第一次成熟。 砂糖
橘第一年产量不高，一棵树产量
约为 40 至 50 斤， 一亩地种植
100 至 120 株果苗，预计今年 140
亩地总产出将达到 40 万斤。 到
第三至第四年，砂糖橘将进入丰
果期， 每棵树产量将达到百余
斤，经济效益非常不错。 除此之
外，砂糖橘项目每日雇佣临时工
10 至 15 人左右， 都来自那瓜村
建档立卡户，每日工资 80 至 120
元，项目还招聘了三名长期管理
岗位。

不过，虽然扶贫创客模式取
得了一些成效，但陈若诗及团队
也在不断反思，并有针对性地提
出了长远发展规划。

“我们非常相信这种创客模
式， 目前的两个项目有轻有重，
都取得了不错的反响和成果。 我
觉得，以我们的热情和智慧去撬
动当地的扶贫工作，这种授人以
渔的模式已经走通了，今后也要
开拓新的方向，紧跟乡村振兴的
步伐。 另外，我们发现固然外部
新鲜血液的注入非常重要，但也
要让当地的年轻人回得来、留得
下，因此我们也希望有效发动当
地大学生。 ”陈若诗表示。

今年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
未来企业的扶贫项目该如何转
型，这也是摆在很多企业面前的
一个现实问题。

陈若诗的看法或许代表了
很多企业的心声：“脱贫攻坚即
将取得阶段性胜利，但是脱贫不
脱钩，乡村振兴、文化振兴也非
常重要。 我们的扶贫项目会继续
开展下去，因为虽然贫困地区物
质生活基本能保障了，精神生活
还需要有所关照。 未来，我们会
从更广阔的视角发掘更多乡村
文化、乡村的美，并把这些东西
发扬出去。 ”

� 里那刺绣扶贫车间，绣娘们正在缝制暖锋计划版高小吉（高顿教育吉祥物）

阿里脱贫特派员戈新县为寻乌百香果直播带货选品

� � 2 020 年即 将 结 束 ，
回顾过去的 10 个

月 ， 脱贫攻坚仍是全社会
关注的重中之重 。

决战脱贫攻坚 ， 企业
的参与必不可少 。 近几年
来 ， 不同性质的企业根据
自身实际情况 ， 探索出了
很 多 成功 的 扶 贫模 式 ：向
贫困 地 区 派驻 扶 贫 专员 、
帮助贫困地区开展产业扶
贫 、 通过科技力量助力贫
困地区农产品销售……

2019 年 ， 多家企业因
为在扶贫工作方面的突出
表现 ，被 《公益时报 》评选
为年度公益企业 。 时隔一
年 ， 这些企业的扶贫工作
是否有新的变化 ？ 取得了
哪些新的成绩 ？ 未来他们
对扶贫工作又有哪些新的
规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