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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4日，在上海、云南两地政府
部门的指导下，拼多多创新扶贫助农
模式“多多农园”第二站落户云南省文
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在创造新需求、

“拼”出新产业的基础上，“多多农园”
将推动文山雪莲果形成标准化作业，
并且实践以农户成为全产业链利益主
体的创新分配机制。

“雪莲果的兴起印证了农业增
量市场的潜力，而‘多多农园’的相
关实践，则为中国农业的探索提出
了新的方向。”对此，中国人民大学
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仇焕广
教授表示。

据悉，未来5年内，拼多多将打造
1000个“多多农园”项目，实现消费端

“最后一公里”直连原产地“最初一公
里”。

“拼”出来的产业

2017年开始，每到农历七月，当
第一颗雪莲果成熟的时候，云南文山
州丘北县的群山间便涌入漫山遍野的
收购商人，当地人将这些外来客称为

“收拼多多果子的人”。
农户们用牛车将雪莲果拉上硬

化路，再由拖拉机拉至平地处的集
散点——为了接近果源，商人们自发
成立了封装、打包基地，雇佣乡里的劳
动力进行分拣包装。

2018年，随着雪莲果需求量加
大，收购商之间的竞争进入白热化。
29岁的丘北县腻脚乡村民施进刚，曾
帮一位红河州的商人组织收购工作，
他看着一辆辆大型挂车进山出山，如
同淘金般争分夺秒。

从群山出发的新鲜雪莲果，被送
至全国的写字楼和小区，成为4.43亿
消费者的盘中餐点。在拼多多平台
上，这一曾经藏于深山的水果，成了
10万+的爆款。

“2017年前，这些果子还被遗落
在田间地头，通过电商平台，竟变成了
大家争抢的宝贝。”施进刚感叹。

据悉，雪莲果原产于南美安第斯
山脉，和土豆（马铃薯）同源。云南是
中国大陆最早种植雪莲果的地区之
一。2004年，云南省农科院经济作物
研究所专家李文昌，从国外引入一批
雪莲果品种，并推广至昆明周边郊
县。由于和土豆一样易种植且亩产值
更高，雪莲果大受农民欢迎，种植面积
逐年扩大。

激增的产量很快超过市场需求，
雪莲果售价开始失重下坠。“只有两
广、福建地区的消费者才对雪莲果有
需求，而且大多数只用来煲汤，市场规
模其实很有限。”施进刚说，雪莲果随
即遭遇云南村民大面积弃种，被替换
成了辣椒和烟叶。

2016年底，一支团队来到云南文
山，看到了遗落在田间地头的雪莲果，
并且判断出其中可能存在的市场价
值。“雪莲果香脆可口，富含低聚果糖
（FOS）和酚酸，具有肠道调节和帮助
减肥的功效，更合理的方式是直接食
用而非煲汤。”多多大学负责人蓝天表
示。

拼多多团队开始培育当地新农
人，并开拓雪莲果上行路线。一年后，
从文山到会泽、从宣威到蒙自……云
南的雪莲果大面积脱销。

以需求推动上游变革

让名不见经传的水果成为风靡一
二线城市的新晋“网红”，拼多多并没
有用太多的时间。

基于开拓性的交互方式和分布式
AI支撑下的精准匹配，拼多多被认为
能有效挖掘潜在需求，迅速聚集显性
需求，从而推动上游农业、制造业实现
改造升级。尼尔森最新的深度研究报
告显示，八成消费者计划外的消费，来
自和社交相关的电商，而拼多多在该
领域遥遥领先。

“当需求侧的聚集效应达到一定
规模时，可以推动供给侧发生很多变
化。”蓝天表示，农产品是一个典型，它
是分散的刚需品，不太符合传统电商
的“搜索逻辑”，成熟期又特别短，很难
形成大规模多对多的匹配。拼多多通
过需求侧的归集效应，在短时间内形
成海量供需匹配，从而创造“两点一
线”的全新农产品上行模式，甚至创造
全新的市场。

2018年，创立3年的拼多多实现
农（副）产品订单总额653亿元，成为
中国最大的农产品网络零售平台之
一。期间，平台累积诞生13款销售过
百万单的冠军农货单品和超过600款
销量10万+的爆款农货单品，开拓了
包括雪莲果、百香果在内的全新市场。

“我们将雪莲果主动呈现在系统
判定的潜在消费人群面前，后者通过

‘拼单’的方式迅速扩大需求量，从而
带动产业实现快速增长。”蓝天表示，
拼多多对于新电商模式的开发仍处于
初级阶段，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
移，平台将推动上游孵化一大批典型
案例。

2018年，拼多多售出超过3600
万斤雪莲果，带动云南雪莲果种植面
积由2016年底的6万亩，激增至2018
年底超过了9万亩。电商平台销售的
多为体积大、品相好的雪莲果，即便如
此，拼多多单平台的销量，依旧占据云
南雪莲果整体产量的20%左右。

“优质雪莲果供不应求，农民扩种
的趋势非常明显。”李文昌分析表示。

拼多多年销480万单雪莲果的同
时，这场盛宴也蔓延至全电商平台，使
之成为最受欢迎的“网红”水果之一。
雪莲果是新电商模式中的一个特殊案

例，拼多多团队认为，它在一定程度上
超出了平台“新农人直连农户”体系的
把控。

构建产销一体化模式

巨大的增量市场引发收购商蜂拥
而至，即便是拼多多的订单中，平台一
手培养的新农人，也仅占很小的比例。

收购商和农户之间开始了市场博
弈，后者无疑处于下风。“雪莲果地头
收购价是0.5元/公斤，代办费0.1元/
公斤，物流成本1元/公斤，耗材、人工
在0.6元/公斤。平台销售价格超过4
元/公斤，收购商的毛利润在1.8元/公
斤左右。”一位商家表示。

施进刚对此很有些困惑：农民出
地、出劳动力，几乎贯穿了送上物流车
的全部过程，而且雪莲果是直接送到
消费者手里，为什么站在田边的收购
商，分配占比超过农户？

“不止是我，乡亲们手机里都有拼
多多，大家都能看到雪莲果的价格。”
施进刚表示：“但是没办法，村里懂电
商的人很少，更不会运营，有时候商家
竞争激烈，收购价格涨1毛钱，大家就
很满意了。”

村民的困惑不止于此。作为新物
种，由于普世观念中“雪莲”更应该配
上“天山”。因此，文山地区的雪莲果
常被包装成为新疆出品，以适应消费
者“原产地正宗”的需求。

“创造需求并不能彻底解决问
题。农业仍然是受流通环节制约最
严重的行业，贡献主要生产资料和劳
动力的农民，始终处于价值链条的底
端。”蓝天表示，此外，由于普遍冗长的
供应链条，农产品源头把控不强，中国
真正的农产品品牌，至今屈指可数。

如何让村民真正成为产业链利益
的主体？拼多多给出的答案是，打造

“多多农园”，构建产销一体化模式。
“作为农产品上行的引领者之一，

拼多多背负升级产业的责任。雪莲果
作为‘拼’出来的产业，平台更是责无
旁贷。因此，‘多多农园’立项之初，我
们便将雪莲果设为攻坚目标。”拼多多
方面表示。

据悉，“多多农园”是由拼多多发
起的探索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机制性
衔接的创新模式，通过“多多农园”，拼
多多将实现消费端“最后一公里”和原

产地“最初一公里”直连，为4亿消费
者提供平价高质农产品的同时，更快
速有效地带动深度贫困地区农产品上
行。

今年4月21日，“多多农园”首站
落户云南保山，带领当地傈僳族村民
探索咖啡产业的源头革命。4月26
日，在上海、云南主要领导的见证下，
拼多多与云南省政府正式签署《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将大力推进云南特色
农产品上行工作，构建种植、加工、营
销一体化扶贫兴农产业链条。未来5
年内，拼多多将推动100个“多多农
园”项目落地云南，覆盖500个贫困
村，培养5000名云南本土农村电商人
才，孵化和打造100个云南特色农产
品品牌。

按照项目规划，2019年，“多多农
园”将在云南推进5个示范项目，分别
涉及咖啡、雪莲果、茶叶、坚果，以及蔬
菜。

相较其他产业，雪莲果已经形成
大规模的产地直供业态，具备良好的
改造条件。拼多多团队的主要任务，
是建立新的产业平衡机制，让农户成
为产业链利益主体；并且通过推动新
的标准化作业方式，提升雪莲果亩产
值，打造丘北特色品牌。

将雪莲果系统性引入云南的李文
昌，跟随拼多多一同抵达丘北，他将和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的
另外9位专家一起，对雪莲果生产种
植环节进行全面升级。

“雪莲果作为近年来兴起的舶来
品，缺乏相应的国家标准和地方标
准。农户的栽培水平差异大，商品性
和外观品质普遍不高。”李文昌表示：

“另一方面，雪莲果的食用价值已经得
到现代药理学的实验证明，具备再加
工的条件。团队将深入开展雪莲果加
工技术研究，提升其产品附加值。”

目前，拼多多已经联合云南农科
院经济作物研究所，发起制定申报雪
莲果种植地方/国家行业标准——这
也是云南首个由电商平台联合发起的
农产品标准。

“云南农科院经济作物研究所是
国内最早研究雪莲果的科研院所，拼
多多是中国最大的农产品上行平台之
一，雪莲果是‘拼’出来的产业带，由双
方联合制定和申报国家行业标准，可
以更好地推动雪莲果产业可持续发
展。”李文昌说。

从选择品种、改良土壤，到改进种
植方式、提升管护水平，李文昌团队将
打造一整套标准化体系。

“我们希望和专家们一起，让丘北
成为‘最好的雪莲果’的出产地，树立
区域性品牌标识。”蓝天表示：“‘多多
农园’的每一次落地，都将致力于建立
特色品牌，打破农产品‘有产地、无品
牌’的怪圈，为产区、为农户创造更多
价值。”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
院副院长仇焕广教授认为：拼多多创
新的农产品上行体系，对于建设高效
的现代化农业产业链具有重要参考价
值。“拼多多在农产区‘最初一公里’的
建设卓有成效，为农户直接对接大市
场提供了可能。这种源头把控的模
式，不仅惠及供需两端，也是建立更高
农业作业标准、提升农产品附加值的
先决条件。”

6月上旬，由中国农业大学和
多多大学共同创办的公开课落地
云南文山州丘北县，多位专家深入
浅出地为学员讲解了现代农业种
植、流通，以及以财务、电商运营为
核心的市场化知识。据悉，这类公
开课以周为单位，将贯穿全年，遍
及云南省各州县。

“参与授课后深深感受到，很
多农户有强烈改变生活现状的意
愿，但以前很少有专门针对贫困地
区农户、系统讲解农产品流通和电
商化运营的课程。因此，我们非常
期待能帮助当地农户摆脱制约，创
造更多属于自己的价值。”中国农
业大学教授王增利表示。

公开课上，丘北县村民舒跃文
和施进刚做满了笔记。在经过近
2个月的交流和考察后，这两个头
脑灵活的年轻人，被选定为丘北

“新农商”机制的生力军。
据悉，“新农商”机制是以档卡

户为集合的合作社为主体，建立农
货上行和品牌培育新模式，也是

“多多农园”最大的挑战。该模式
中，拼多多提供资金、技术和渠道
支持，大规模培育本土青年成为

“新农人”带头人，后者按合约持有
分红权限，剩余利益全部归属档卡
户。

“通过‘新农商’机制，拼多多
将重点探索如何让农人变农商，
让农村有现代化企业。只有让农
户成为产销加工一体化的主体，
才能实现人才乡土化、产业持久
化、利益农户化。”多多大学负责
人蓝天表示。

6月，丘北县腻脚乡新农商公
司正式成立，4个贫困村的141位
建档立卡贫困户，成为首批签约新

农商。随着项目的推进，该公司预
计将覆盖腻脚乡550户建档立卡
贫困户共计2523人。

档卡户将无偿成为新农商公
司的“股东”，并享有一系列优先条
款：新农商公司需优先收购成员村
民的农产品，成员则可以任意选择
销售对象；公司的所有运营利润，
都面向集体新农商分红，确保其在
收购款的基础上，有更多额外收
益，不再局限于“面朝黄土背朝天”
的收入；随着公司规模扩大，将逐
渐覆盖更多农产品和农副产品，

“股东”始终保有均等分红的权利。
雪莲果新苗一簇簇地破土而

出，新农商公司也正加紧落实品
牌与店铺名称，将在包括拼多多
在内的多个电商平台展开运营。
据悉，项目初期，拼多多将会对新
农商公司进行营销扶持；中期形
成较为稳定的第三方“代服务”机
制；后期则逐渐退出，合作社全权
掌控，并由当地政府确保利益分
配依规进行。

“未来5年内，拼多多将在云
南等8个省、自治区落地1000个

‘多多农园’示范项目，期间，我们
也希望培育1000个规模化的新农
商公司。”蓝天表示。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
村发展学院副院长仇焕广教授分
析表示：“‘多多农园’是需求推动
供给的典型。这个实验体仍处于
探索和完善阶段，但它切实命中了

‘人才留存’和‘利益分配’这两个
当下农产区最核心的问题。如果

‘多多农园’能完成预设目标，不仅
将缔造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和乡村
振兴的标杆，更将推动更多农产业
发生巨大变化。”

拼 多 多 开 拓 扶 贫 新 路 径
“多多农园”助农户共享农产品全产业链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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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农人”变“农商”

未来五年拼多多将打造
1000家“农户公司”

经过近2个月的考察后，腻脚乡年轻村民舒跃文、施进刚被遴选为当
地“新农商”带头人。

2018年，拼多多卖出480万单雪莲果，并带动其蔓延至全电商平台，使之成
为最受欢迎的网红水果之一。

二○
一
七
年
起
，在
拼
多
多
的
带
动
下
，连
片
的
雪
莲
果
成
为
云
南
农
产
区
的
寻
常
景
象
。

（
本
版
图
片
由
拼
多
多
供
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