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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峥在演讲中介绍了拼多多的扶
贫助农的成果，“过去三年，拼多多平台
已累计帮扶139，600户建档立卡扶贫家
庭，产生超过21亿笔助农订单，累计销
售 109 亿斤农产品，相关交易总额达
510亿元。”

为了从源头解决贫困地区产销问
题，拼多多还积极响应中央一号文件，
启动“人才下乡”计划。3年间，平台累积
发动超过 5 万名新农人返乡参与农村
双创工作，在全国679个贫困县帮扶起
超过 10 万个商家。在当地政府和拼多
多的引导下，大量农产区建立起了现代
化流通及生产体系，直接和间接拉动包
括各类平台商家、快递物流人员等超过
700万人就业。

为了充分发挥新电商的优势，拼多
多持续推出创新性的扶贫助农产品。今
年 5 月，平台上线了一款名为“多多果
园”的应用，在这个应用里，用户通过社
交、互动的游戏方式种植虚拟果树，果
树一旦成熟，多多果园就会免费给用户
送出真实的水果。这些水果，绝大部分
来自中国的贫困地区，尤其是四川大凉
山、新疆南疆等国家脱贫攻坚的重点地
区。如今，多多果园每天送出的水果已
经超过一百万斤。

通过多多果园这类创新的扶贫助
农产品，拼多多用户在收获快乐的同
时，也自动成为了扶贫工作的一份子。
他们的每一株虚拟果树成熟，都意味着
在遥远的另一端，有果农实现了增收。

据介绍，拼多多的扶贫助农计划，
也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今年以
来，在上海市扶贫办的指导下，拼多多
陆续与云南省、新疆喀什、西藏日喀则、
青海果洛州等 12 个省及地区签约，全
力推动深度贫困地区农货上行。

演讲中，黄峥表示：作为一家社会
性企业，帮助贫困户脱贫致富是拼多多
的本分。未来，拼多多将在国务院扶贫
办的指导下，继续扎根中西部、瞄准三
区三州地区，帮助贫困户脱贫摘帽。

■ 苏宁：
一万店
嗅出农村市场电商发展现状

2018年，是苏宁线下门店遍地开花
的年份，“两大一小多专”的业态模式迅速
发展。在过去10个月里，新增互联网门店
数量达到了6416家，平均每月640家，每
天21家；其中苏宁易购县镇店总数已达
4000家，苏宁小店总数超过2300家；而苏
宁易购广场、苏宁易购云店、红孩子店、苏
宁影城等其他业态门店也在今年加快布
局，快速发展。县镇市场发展最为迅猛，今
年双十一，苏宁易购县镇店将覆盖1.2亿
的县镇用户。

10月26日，苏宁在全民嘉年华媒体
发布会上，苏宁易购总裁侯恩龙喊出

“10000＞1000000”剑指行业，霸气宣告
苏宁易购线下门店将突破万家，那第一

万家苏宁门店是在哪里？又是苏宁十几
种业态类型中的哪一类呢？

据苏宁官方消息，第一万家苏宁门
店将以2.0升级版苏宁易购直营店的姿
态，在11月9日落子常州。苏宁易购直营
店这一业态门店布局已超三年，其凭借
特有的“销售在当地、就业在当地、纳税
在当地、服务在当地、造福在当地”的“五
当”政策受到广大农村市场消费者认可
与信赖。今年双十一，直营店凭借“价保
30天”提前锁定大批农村市场消费者。

不少行业人事更看好农村市场在双
十一的表现，从“苏宁一万店”也能嗅出一
些农村市场的发展现状，农村市场绝对是
不少电商企业攻坚的主力阵地之一。

■ 京东：
无界零售拉平城乡消费鸿沟

京东 大 数 据 显 示 ，2016-2018 年

度，四到六线城市订单量和销售额增
速高于全国大盘。除了增速的提升，四
线以下城市的消费结构也在向品质提
升的方向变化，四线以下消费者在京
东平台购买手机、电视、冰箱、电脑、
洗衣机等产品占的比例非常高。而这
正是得益于京东以京东家电专卖店、
京东便利店、京东帮服务店等多种形
式的渠道下沉。

以京东便利店为代表的无界零售
店面，依托的是京东的商品、供应链和
技术优势。相当于京东将多年积累的
供应商采购体系、仓储配送、互联网大
数据管理平台等核心能力，向这些店
面开放，自然使便利店的经营能力实
现质的飞跃。而将这样的便利店下沉
到农村市场也是京东在农村市场锁定
消费者。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郭晶晶

拼多多创始人及CEO黄峥在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分享拼多多扶贫经验

湖北
大洪山板
栗通过拼
多 多 大
卖，农户
喜笑颜开

三年卖出109亿斤农货 扶贫助农是本分
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拼多多CEO黄峥谈扶贫

11月8日，拼多多
创始人及CEO黄峥参
加在乌镇举办的第五届
世界互联网大会，受邀
在“网络公益与扶贫：消
除饥饿与贫困”论坛发
表主题演讲，分享拼多
多扶贫助农的实践与思
考。而根据拼多多提供
的数据，过去三年，拼多
多 平 台 已 累 计 帮 扶
139，600 户建档立卡
扶贫家庭，产生超过21
亿笔扶贫助农订单，累
计销售 109 亿斤农产
品，相关交易总额达
510亿元。

黄峥表示，电商企业参与扶贫工作，核心
是利用互联网的优势，解决农产品流通问题，
让贫困地区有产就有销，多劳能多得。作为一
家成立三年的“新电子商务”平台，拼多多平台
已汇聚3.44亿用户和超过200万商户，希望通
过创新的商业模式和技术应用，对现有商品流
通环节进行重构，持续降低社会资源的损耗，
为用户创造价值的同时，也致力于为中国精准
扶贫和乡村振兴做出应有的贡献。

贫困地区大多地理条件复杂，只能走“小
农”模式。这些产区天南海北，地理位置相隔甚
远。如何充分调动平台资源，帮助贫困地区形
成长效稳定的产销机制，是拼多多一直在努力
的方向。

据黄峥介绍，平台创立之初，团队便发现，
“拼”的模式，能在短时间内聚集海量需求，迅
速消化掉大批量的当季农产品，为中国农业突

破分散化的制约提出了新的答案。
拼多多用3年的时间，为分散的农产品整

合出了一条直达3.4亿消费者的快速通道。经
由这条通道，吐鲁番哈密瓜48小时就能从田间
直达消费者手中，价格比批发市场还便宜；以
前一度滞销的河南中牟大蒜，现在打包卖到了
北京，价格只有超市的四分之一。经由这条通
道，平台将全国679个贫困县的农田，和城市的
写字楼、小区连在一起，成功建立起了一套以

“拼”助捐的可持续扶贫助农机制。
据了解，针对国家级贫困县，拼多多开启

“绿色通道”，确保农产品产销对接。例如今年
秋季，湖北秭归县脐橙丰收，但交通不便很难
运出大山，拼多多得知消息后迅速联合本地新
农人上门进行溢价收购，两个月内帮助当地农
户销售2300多吨脐橙，为当地村民创造了1200
多万元的收入。

人才下乡计划
源头解决贫困地区产销问题

利用互联网优势
解决农产品流通问题

下乡与出海
走到第十年的“双11”电商增量

从十年前，“双11”的营销节日变为商业现象，十年后的市场背后也面临着各电商巨头的增
量阵痛。今年“双11”，阿里、苏宁、京东以及众多垂直类电商喊着不一样的口号开启了狂欢大幕，
但无一例外都在寻找着新的市场增量。不论电商的大小，都在同一个快要见底的流量池内舀水，
难度可想而知。于是，另劈渠道开拓增量是摆在电商面前的一个挑战。三四线城市和海外市场自
然也成为了电商们的目标。

海外市场不断拓展，农村电商市场也成为了香饽饽。农村电商大致分作卖出去和买进来。卖
出去是通过电商渠道销售农产品，买进来是通过电商渠道帮助农村消费者购买商品。不论是卖出
去还是买进来，这块在几年前还没有被广泛关注的市场，在“双11”走到了第十年时，成为了众多
电商争夺流量的主战场之一。纵观阿里、苏宁、京东的布局，农村电商这个新流量池成为了各家争
夺的热点，就连成立仅三年的互联网黑马拼多多也开始瞄准了这一流量池加入了争夺战。而在今
年的“双11”，电商下沉成为了一个市场现场。

为备战“拼多多双11”，商家几乎收光了附近专业养殖农户的散养土鸡蛋

2016年苏宁农村电商学院成立

成都商报：在互联网大会上演讲的核心在于电商
扶贫，电商扶贫提了很多年了，但是物流、农产品上行
不是很顺利，以及电商的流量分发上一直是存在很多
难题，您给出的解决方案是通过“拼”的方式来解决，
这似乎解决的是流量分发的问题。对于供应链的优
化，拼多多会做什么？是会自建物流吗？

黄峥：现在5G出来了，5G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并
不在于手机变快了，而是在于物联网，在农产品的源
头用5G的技术，包括中间的流通环节，可以全产业链、
全流程的信息汇总，这是第一个。现在的快递网络更多
的是为日用小商品制造来优化的，对于苹果、橘子这些
东西并没有优化被搬运的次数。当物联网应用了之后，
我们也越来越有机会从中推动中间环节的变革。

成都商报：拼多多在贫困地区有站点吗？农产品
从农户手中到市场上，到消费者手中，整个过程是怎
么样的？拼多多会统一收购吗？

黄峥：拼多多是一个平台，不做统一收购，但是拼
多多在很多贫困的地方都有站点，拼多多和好几十个
县已经都签了战略的合作协议。我们有“100 个村支
书”的计划，相当于是这个村支书为这个村代言，一些
产量更多的地区，我们就会有长期的驻点。

成都商报：拼多多现在大力做扶贫，这件事在农
村市场的这种影响力有多大？

黄峥：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觉得农产品的上行意义
更大，就是帮助农村把东西卖出去。社会意义更大的东
西，短期未必有直接的经济价值，或者利润不一定能够
提高，但是我觉得从中长期来讲，从三五年来说，我觉
得它的经济价值也是巨大的，因为它是你创造的社会
价值之后的副产品。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郭晶晶

对话

11 月 7 日零时刚过，拼多多
“双 11”农货必买清单中，“五万
份9.9元包邮的20只装散养土鸡
蛋”不到一小时售罄。

拼多多平台数据显示，自11月
开始，一至六线城市呈现出了超出
往年的旺盛消费势头，新款高客单
价的iPhone销量超过12万部，而农
产品每天包裹数已稳超250万单以
上，逢爆款推出和平台大规模补贴
时，每天的农产品包裹数超过400
万单。火热购物狂欢节，“11.11农货
必买清单”成新电商拼多多的爆款
关键词。

据了解，11月7日至9日，拼多
多平台将进行补贴，连续三天每日
推出五万份9.9元包邮的20只装
散养土鸡蛋助农惠民，每天0点开
抢。为备战此次“双11”，平台联合
多个商家，由全国上万专业养殖农
户直供备货，确保货源充足。

除了惊爆价土鸡蛋，拼多多
的农货必买清单中还有东北老爷
岭珍珠米、大连野生大虾、东海酥
干小黄鱼、四川黄心猕猴桃、海南
无眼凤梨、广西百香果、河南中牟
大蒜、吕梁老区核桃、河北阜平木
耳……这些从海量农货中精选出

的原产地农产品，成为一二线城
市消费者热购的“爆款”。商家让
利加平台补贴，让城里消费者用
最实惠价格尝到各地尖货，平台
上的农货商家和5亿农民，也分享
了双11的商业红利。

“双11”前，来自拼多多的数
据显示，拼多多农产品日均销量
已超 250 万单。排名前列的农产
品主要为水果、鸡蛋、大米和干
果。仅梨、苹果、橙子、柿子、柠檬
的销量就超过 50 万单/日，鸡蛋
超过 8 万单/日，核桃超过 15 万
单/日。

■ 拼多多：
自11月开始 一至六线城市呈现旺盛消费势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