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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和生
态环境支撑区”，赤城县素有“空气质
量北京周边最优”这一最美名片。这
里山谷纵横，气候独特，远离工业，而
如何把这得天独厚的环境优势转化
为决胜脱贫攻坚的产业优势，近年来
赤城县委、县政府，围绕特色农业做
文章，以“消费扶贫”为抓手，蹚出一
条独特的赤城脱贫攻坚路径。

直播带来新机遇

“买买买！”“县长给力！”“小时候
的味道！”“下单了！”

10月15日，一场别开生面的直播
活动在北京海淀融媒体中心举行。
参加这场直播活动的是北京市海淀
区挂职赤城县副县长赵可和经济日
报社挂职赤城县副县长尚红伟。直
播间里堆叠着琳琅满目的赤城特色
农产品，有野生的榛子，方便速食的
荞麦面，饱满的燕麦，诱人的苹果
……种类多达几十种。而两位副县
长显然已对这里的每一样商品都熟
稔于心，从口感，到营养，到卖点，到
故事——无论主持人拿起哪样产品，
提出怎样的问题，副县长们都能向直
播间的网友们娓娓道来。而在两位
副县长的接力宣传背后，是直播间评
论区此起彼伏的“买买买”和点赞。
这场总共两小时的直播活动，平台的
统计显示，观看人数突破了16万，此
场直播在快手、微博、百度、今日头条
等平台进行，吸引了610万网友的热
情打卡。

台上的两个小时，让观众们饱了
眼福和口福，更让赤城县的百姓们获
得感满满。这一切来自赤城县消费
扶贫工作的出色开展。

赤城县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
之称，多山是赤城的特色，也导致了

赤城县早年间的闭塞。赤城县一度
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2018
年以来，赤城县按照京津冀协同发展
战略和“首都两区”建设定位，重新确
立了打造“北京北蔬菜园、后花园、科
技园”的发展定位。而“消费扶贫”便
是实现这一发展规划的重要抓手。

“赤城县是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
和生态环境支撑区，对生态环境保护
的自我要求非常高，目前赤城县引进
的都是高新技术企业，不存在有较大
污染的企业。”尚红伟对《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

山谷纵横，严隔污染——这决定
了赤城县有机、生态的精品特色农业
产业发展路径。但是产品光“叫好”
还远远不够，只有将这些躲在山沟沟
里的好东西“卖出去”，让赤城特色农
业的品牌真正走出去，才能形成产业
的良性发展。

以赤城县的红谷米为例，赵可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赤城县龙关镇
出产的红谷米是一种养生小米。“红
谷米种植过程中不上化肥农药，每颗
仅结一穗，亩产仅200斤左右。种植
的所有环节都由人工完成。例如剪
穗，因为机器操作浪费较大，只能靠
工人收割，这就使得红谷米市场上每
斤价格能达到18元-20元，远超一般
小米6元-8元/斤的价格。”

但是“酒香也怕巷子深”，产品虽
好，如果没有品牌知名度，自然也难
有人问津。直播带货的种子已经渐
渐在赤城发芽。赤城本地企业御久
粮，在尝到县长直播带货的甜头后，
正着力打造自己的直播队伍，在工厂
打造专门的直播区，招募农民亲自上
阵卖自家产品。

红谷米遇到的问题是赤城县特
色农业产业面临的普遍问题，而除此
以外，产业化较低、粗放式管理、深加

工不足等也制约了赤城特色农业的
进一步高质量发展和农民的进一步
增收致富。

结对帮扶解痛点

为了破解上述“痛点”，2019年
起，赤城县将消费扶贫工作作为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举措，围绕
扶贫产品开展产销对接，拓展销售
渠道，推动消费扶贫融入全国大市
场。2019年成立电商和消费扶贫工
作专班，由尚红伟任组长，通过创新
创建“1+1+X”消费扶贫模式，建立
消费扶贫平台公司，收购农民自产
自销的农产品，促进贫困群众持续
稳定增收。

“说是消费扶贫，但是对于怎么
做大家都没有底，只能从零开始，硬
着头皮一步一步试水，一家一家去
敲门。”尚红伟说：“但所幸各方都对
赤城县的消费扶贫项目给予了大力
支持。例如北京市海淀区商委，在

了解到赤城方面的需求后，一方面积
极对接让赤城的优质产品走出去，另
一方面一遍又一遍协调海淀区的商
超来赤城调研，帮助赤城当地企业达
到‘北京标准’。”

对于这种帮扶，赵可亦感受深
刻。今年受疫情的影响，赤城县龙关
镇出产的红谷米一万多斤出现销售难
问题。“如果卖不出去，他们这个合作
社明年可能就要解散了，当地人可能
也就不会再种植红谷米，这样特色农
业很可能就因为销售难的原因而停止
了。”赵可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为了让红谷米能更好地立足市
场，挂职团队充分利用海淀资源，从
监测、品控、商标、包装、运输、销售等
多方面开展帮扶。帮助企业积极与
各大商超、机关食堂、工会组织联系
销售，尤其通过电商平台合作，让优
质的生态红谷米通过线上线下对外
销售，因疫情销售难的一万多斤红谷
米在9月份全部售罄。

据记者了解，仅2019年，赤城县
消费扶贫项目就得到北京市的东西
部扶贫协作帮扶资金300万元，实施
开发电商平台、宣传推介等6个消费
扶贫项目。赤城县与海淀区签订了
消费扶贫战略合作协议，拓宽农产品
进商超、社区、企事业单位的渠道。

通过这一方式，原本一些产销仅
闭环于赤城的企业，突然迎来了北京
的巨大市场，眼界得到了开阔，开始
加速扩大产能。此外，近两年，对赤
城县对口帮扶的经济日报、海淀区各
单位实现团购近200万元。

创新升级消费扶贫路径

千城万店项目是赤城县绿色扶
贫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绿扶公

司）与赤城县当地企业和南京、烟台、
北京、柳州等地企业共同发起的扶贫
行动，是消费扶贫的2.0版，也是对消
费扶贫路径的再创新。具体做法是，
其他省市企业利用渠道优势对接赤
城的特色农产品和深加工产品，拓宽
赤城县经济产品的销售渠道，建立长
期稳定的多元化销售模式。

今年8月17日，赤城县举行消费
扶贫“千城万店”启动仪式，现场签约
采购协议13份，协议金额1600万元，
截止到9月底完成合作店125家，覆盖
北京、山东、河南、广西、江苏、浙江等
地，截至目前销售额为294.96万元。

在赤城县电商中心的“赤城”快
手直播间、淘宝、海淀融媒等渠道，绿
扶公司接连开展直播活动，带领赤城
县优质产品全面触网。

消费扶贫采用线上和线下融合
发展，千城万店的合作伙伴具有线下
实体店，同时具有线上推广能力，能
更好地利用互联网广泛地宣传销售
赤城农副产品。一是在线下也能更
好的服务于社区群众，为赤城的农副
产品融入全国大市场提供了更宽渠
道；二是合作店的线上宣传推广，直
播带货活动分解到合作店，有效地提
升了赤城农产品的销售量，让更多的
消费者了解、认识了赤城，提升了赤
城的知晓度、美誉度，叫响赤城品牌，
从而打通了消费扶贫工作的瓶颈。

赤城县消费扶贫工作面临的瓶
颈，比较典型的是，“尽管当时在各方
的支持下，北京的很多商超上架了赤
城的优质产品，但是宣传跟不上，顾
客不了解我们赤城的产品，一开始卖
得并不好。”赵可说。

千城万店活动开展以来，更多渠
道商纷至沓来，有太多的负责人是第
一次来到赤城，他们实地调研选品，
纷纷为赤城的山水原乡美景点赞、为
赤城的农副产品点赞，为千城万店运
营模式点赞。他们纷纷表示，为销售
更多赤城产品，将会组团消费者来赤
城看看。

消费扶贫作为巩固提升脱贫攻
坚成效的重要抓手，是社会力量参与
脱贫攻坚的重要途径。县长赵红革
表示，赤城县生态环境得天独厚，农
产品品质优良，本地企业要立足地区
优势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产业，推动农
业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农产品附加
值，提高农产品供应水平和质量，拓
宽县域农产品销售渠道，建立长期稳
定多元化销售模式。

“希望各地企业与我县政府及企
业继续深化和拓展合作范围，营造全
社会参与消费扶贫的‘大氛围’，形成
脱贫攻坚‘大合力’，构建社会扶贫

‘大格局’，实现合作双方互惠共赢局
面，巩固我县脱贫攻坚成果，推动我
县乡村振兴事业更好更快发展。”赵
红革强调。

赤城县消费扶贫路径探析：
副县长带货打通有机农产品销售瓶颈

“北京北蔬菜园、后花园、科技园”是
赤城县给自己的定位，同时也践行着京
津冀一体化战略。虽然工业基础较为薄
弱，但赤城县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将产业
扶贫政策与资源禀赋结合，扶持起一批
优质企业，带动了县域经济发展，产生了
更多的就业岗位，脱贫攻坚与奔小康同
步进行，为乡村振兴打下了基础。

房子翻盖了，亲事说成了，今年准备再
包下100亩地种燕麦。曾经的贫困户，如今
的致富带头人，赤城县清泉堡村的胡金瑞
干劲十足。“以前种出来的燕麦卖不出去，
现在有企业上门收购，咱就多用把力气，让
日子过得更好一些。”胡金瑞说，他的变化
正是源于一家企业走进大山收购燕麦。

这家带动当地多个村镇农户脱贫的
企业，就是赤城县本土企业御久粮，公司
董事长王海龙也是从这片大山里走出来
的企业家。御久粮主营燕麦类食品，是在
县委、县政府的帮助下成立的。燕麦产区
各村镇乡党委和致富带头人积极与这家
企业对接，在带头种植燕麦的同时，进一
步宣传鼓励农户种植燕麦，使御久粮很快
便拥有了上千亩的合作燕麦产区。

农户们种植燕麦有了不错的收入，
还可以到御久粮在当地建设的工厂中去
打工，许多人因此脱贫，有更多人像胡金
瑞一样，借此走向致富的道路。

王海龙坦言，刚开始办厂的时候有
很多困难，最迫切的是燕麦饼干产品配
方和制作工艺完善问题。县政府在得知
企业的困境后，主动牵线搭桥张家口市
农业科学院燕麦研究所，研究所的专业
技术人员不仅解决了饼干加工口感问
题，今年双方还签约将御久粮定为燕麦
科技示范基地。

“现在我们可以生产以燕麦为主料
的酥性饼干和韧性饼干，并将产品延伸
到燕麦酸奶、早餐粉等，这些都是农业科
学院技术人员的功劳，是他们帮助我们
从燕麦的初加工产品，走向了深加工。”
王海龙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尚红伟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要发
展地方产业搞活经济，需要一批带头企
业，进而以点带面辐射整个县域，因此在
多个领域扶持起一批地方企业和企业家，
让他们成为产业扶贫的带头人。帮扶的
方式也不再局限于税收减免等政策优惠，
而是与企业加强沟通，急企业所需所想。

斌赋食品是赤城县当地一家规模企
业，主营荞麦、藜麦面条食品，80%以上的
员工为残疾人，是当地重要的助残企
业。斌赋食品董事长张海忠在去年底新
增了一条价值1300万元的生产线，主要
生产出口到欧美地区的面条食品，从今
年4月份复工起，订单虽然十分充足，但
企业面临流动资金不足难题。

县领导在得知斌赋食品的困难后，
根据公司的现状与特殊性，帮助企业申
请了东西部扶贫基金，缓解了企业的现
金流压力。

张海忠说：“我当初回县里办厂，一方

面是残联招商引资；另一方面是想为当地
做一些贡献。现在越做越大了，残疾人员
工数量近70人，种植基地数百亩，带动贫困
户就业200多人，甚至连国外的订单都堆满
了。县里给我们企业引来资金，打通销售
渠道，推动着我们企业必须向前发展。”

凝聚消费扶贫合力，消费扶贫“联
盟”形成。绿扶公司在2019年设立了消
费扶贫基金，用于全县扶贫事业。对接
企业需求，帮助企业走出去。

绿扶公司总经理郝志国向《证券日
报》记者介绍，很多企业和农户把精力放
在产品的质量把控和技术提升上，但自
身营销力量较为薄弱，企业家也不懂得
资本运作，这制约了企业的发展。绿扶
公司便积极带领企业走出去考察优秀企
业，召开企业对接会，带队参加农产品展
销，以扶贫带贫为己任，在产业化经营中
带动赤城县的经济发展。

王海龙表示，绿扶公司的出现，结束
了县内企业单打独斗的营销模式，通过打
造特色县域品牌，也使企业有更大干劲扩
大生产，投入更多力量建设营销团队，提
高产品的市场影响力。他透露，御久粮再
经过两三年发展后准备登陆新三板。

尚红伟介绍，虽然赤城县有十几家
本土企业和众多农产品，但缺乏品牌运
作和产品精细化加工与包装，更对时下
流行的网络销售一知半解。县里的产业
扶贫工作，以绿扶公司为主要抓手，一方
面扶持带头企业，解决企业困难，让企业
做大做强；另一方面积极推动网络销售，
让这些以经销为主的企业参与网络营销
建设，鼓励企业家直播带货。

除了带领赤城县本土企业走出去，通
过经济开发区和文旅项目，一批优秀企业
也被吸引到赤城县。在赤城经济开发区
走访中，《证券日报》记者不仅看到御久
良、斌赋等本地企业的扩产项目，也有其
他地区的企业被赤城县政策吸引落地。
如从北京搬迁至赤城经济开发区的北京
春之光科技有限公司、铭悦行（赤城）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等，后者是绿扶公司一个重
要的直播场所，不仅带货赤城县特色产
品，还让网友感受赤城县的文旅环境。

产业扶贫以点带面 县域企业抱团创品牌

面对14亩即将成熟的圆白菜，赤
城县龙关镇村民张衡没等来买家，倒
是遇到了下村采风的赤城县融媒体
中心记者。记者们为他制作了一段
短视频并通过多平台发布后，10万多
斤圆白菜被抢购一空。就这样，龙关
红小米、大海陀架豆、马营土豆等农
产品，一时间都成了赤城县当地的网
红产品。

“ 赤 城 县 融
媒客户端正式上
线运营不过一年
多 时 间 ，但 我 们
真切地感受到了
融 媒 体 的 力 量 ，
它不仅讲好赤城
人 自 己 的 故 事 ，
还把赤城的优质
产 品 、文 旅 等 项
目 推 向 全 国 ，用
新闻的力量帮助
赤城当地百姓脱

贫致富。”赤城县融媒体中心主任明
晓东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中心筹建之初便得到经济日
报社的大力支持，是全省第一家央
媒县媒联手共建县级融媒体中心示
范点。

在赤城县融媒体中心，明晓东指
着一整套“中央厨房”设备说：“整套设
施全部由经济日报社投入资金支持建

设，解决了我们内容生产的难题。以
前做纸媒和电视新闻，记者采写后编
辑整理发布十分简单，现在赤城县融
媒体中心有自己的网站和App，开通
了抖音号等新媒体账号，需要实现移
动直播、即时播发和网络资源共享，如
果没有这套‘中央厨房’，我们的工作
人员和工作量要翻上数倍。”

赤城县融媒体中心突破传统媒
体的影响力，将宣传阵地延伸到各类
新型媒体平台，在消费扶贫和困难群
众帮扶上，开始倾注更多力量。

记者们一方面会对突出的致富
带头人、致富经验进行报道；另一方
面就是为一些农户或企业进行宣传，
让一些因为渠道、物流不畅导致销售
难的产品，通过媒体传播销售出去。”
明晓东介绍，在与经济日报社以及多
家媒体联合推广下，已经为赤城当地
解决了许多产品销路难题。

曾经有一个贫困村主要通过黑
猪养殖致富，然而因为一些原因，原

本年底来的收购商临时变卦，整个村
不仅面临黑猪滞销，更打击了养殖农
户的积极性。赤城县融媒体中心得
知这一情况后，通过一系列报道展现
赤城的黑猪养殖业。很快订单纷至
沓来，甚至有北京与张家口等城市的
旅游人群，专程开车去村里买头猪当
年货。

等过年的时候，这个村特意给赤
城县融媒体中心送来一头羊以示感
谢，明晓东谢绝的时候不禁打趣问
道，怎么黑猪养殖村改养羊了？农户
憨厚地告诉他，黑猪都卖完了，这头
肥羊是特意从邻村买的。

积极参与乡村振兴建设的赤城
县融媒体中心，不断将村民们的生活
变化，环境的改善用一篇篇报道展现
出来。明晓东说：“作为全媒体融合
运营平台，我们的作用就是从单一传
播向多功能服务转变，突破传统媒体
理念，把电商和文创作为平台建设的
重点，推进融媒体跨界经营。”

构建融媒体“高铁”讲好脱贫致富故事
赵可1995年通过考试从老家黑龙江

来到北京，去年底由海淀区选派到赤城
挂职县委常委、副县长。在此之前，赵可
极少深入乡村，但是到赤城后不到一个
月，足迹便踏遍赤城县的 18个乡镇。在
此之前，她也从未想到自己的工作会和
直播搭界。直到现在，快手、抖音、微信
公众号里塞满了赤城县的特色产品。

在县里人看来，赵县长很拼，但是在赵
可看来，乡亲们带来的回馈比她的付出多
得多。“精准扶贫是实实在在地为百姓谋
实事，能从百姓眼中真切地看到对党和国
家由衷的感谢。我很珍惜组织给我机会
参与这项事业，我们每一份微小的工作都
会获得企业、百姓们多得多的肯定，我也
希望做更多事对得起百姓们的评价。”

北京市海淀区挂职赤城县副县长赵可：

希望做更多事对得起百姓们的评价

尚红伟（右）在参加直播活动 徐天晓/摄

本报赤城调研报道组 闫立良 徐天晓 郭冀川

前言：2020年是中国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之年。贫困，这个世界性难题即将被我们破解。在我国，县一级承上

启下，事关政通与人和，是脱贫的主战场。在脱贫攻坚的进程中，尽管各个县采取的措施不尽相同，但仍能找出它们
的共性。所以，解剖它们的脱贫经验，有助于接下来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地与实施。今年2月29日，河北省人民政府
发布通知，赤城县退出贫困县序列。10月12日，《证券日报》调研报道组赶赴赤城县，进行了4天的深入采访。在采
访过程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赤城县领导班子与各部门的凝心聚力、担当实干，经济日报社、北京市海淀区等帮扶
单位倾力帮扶、真情付出，当地企业家的热忱创业、开拓进取，当地群众摆脱贫困奔小康的十足干劲儿。在消费扶贫
打开局面后，赤城人已经着手布局消费扶贫2.0版了，产业升级、产能扩充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现在，大家“撸起袖
子加油干”的氛围已经形成，赤城的未来不可限量。

赤城县是怎么退出“贫困圈”的？

人物故事

明晓东介绍融媒体中心情况 闫立良/摄

赤城县第一家农产品优选店 闫立良闫立良//摄摄

尚红伟虽频繁往返于赤城与北京，但甚
少有机会回北京的家里看一眼，县里的企业
家称他为了消费扶贫是“十过家门而不入”。

而随着县里消费扶贫政策帮助越来
越多的企业把货卖到天南海北，作为县
里电商和消费扶贫工作专班组长的尚红
伟更加忙碌。比如他的手机基本上不会
有片刻的安宁；在调研期间，尚红伟基本
没有一天有时间安心吃顿午饭，最紧张

的一次，仅用不到1分钟的时间扒了几口
菜，便急匆匆地赶去处理工作了。

别人都劝他吃饭要规律要吃好，但
他本人却不以为意：“我来到这里就是希
望多做一些实在事儿。我和赵可都是

‘把挂职当任职’。今年是决胜脱贫攻坚
的收官之年，我有幸赶上了这一历史机
遇，在这个岗位上从事脱贫攻坚工作，也
就想尽量地多尽一份力。”

经济日报社挂职赤城县副县长尚红伟：

在脱贫攻坚收官之年多尽一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