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长公开电话 12345 税务热线 12366 药监局投诉 68810255 医疗事故纠纷咨询 67706615 市卫生监督所 68810000 市教委 63862151 市疾病控制中心 68809389 环保举报 12369

重报深度 5CHONGQING DAILY

2020年6月 1日 星期一
编辑 李薇帆 美编 李梦妮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推动消费回升。通过稳就业促
增收保民生，提高居民消费意愿
和能力。支持餐饮、商场、文化、
旅游、家政等生活服务业恢复发
展，推动线上线下融合。支持电
商、快递进农村，拓展农村消
费。要多措并举扩消费，适应群
众多元化需求。

直播带货是推动线上线下
融合的典型。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以来，直播带货风头正劲，推
动各地消费回升作用明显。重
庆拥有大批特产，它们是重庆的

“宝贝”。在新的消费形势下，在
直播带货热潮中，这些“重庆宝
贝”表现如何、有哪些新招、未来
怎么打算？

核 心 提 示

直播带货 “重庆宝贝”成了大赢家

互联网+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各地农特产
品一直充当“急先锋”——

开州区借力拼多多“抗疫助农”直播平台，
“开县春橙”单日销售10万斤以上，成交额超过
30万元。

5月15日-17日，在阿里巴巴直播间，奉节
脐橙、橄榄油、高山腊肉等10余款特色产品销售
834万元。其中，奉节脐橙卖得最好，3天卖了
214万元。

5月20日，石柱14款当地康养农特产品在淘
宝、抖音直播间集体亮相。其中石柱莼菜成了爆
款，3小时收获订单13466单、总金额67.2万元。

“与沿海地区直播带货服装、消费电子等产
品比起来，我们的数据看起来没那么大，但农特

产品重在‘特’，又有历史、人文元素加持，所以在
流量沉淀、后续消费、品牌号召力等方面，其后发
力不可限量。”奉节县扶贫办主任向城钢说。

去年7月，奉节建了一个网络扶贫直播服务
中心，配了8个专业直播间、4个乡村直播间、数
十个户外直播点，一年不到，引导奉节脐橙销售
2170万元。

但后发力还有待激发——目前，奉节脐橙的
线上、线下销量之比为1:4，价格之比为4：3。“下
一步我们将加强线上线下融合，以线上流量提升

影响力，带动线下价格提升。今年，奉节将把直
播拓展到全县390个村，每个村至少培养一名主
播，以带动脐橙等各类农产品销售。”

在全球最大的莼菜生产基地石柱，也以莼菜
为突破口，线上线下同时发力。

“石柱莼菜现有1.4万亩，年综合产值超过2
亿元，并畅销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
石柱县商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石柱莼菜线下一
直卖得很好，直播带货则发掘出线上的巨大市
场。接下来石柱将在线上重点推介，线下完善种

植、加工、供应、物流、售后等全产业链，把石柱莼
菜打造成线上线下的爆款。

市商务委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处处长何渡表
示，当前重庆不少区县领导干部化身“主播”，为当
地企业带货、为当地品牌代言，释放出各级党委政
府加快培育以“三线”为导向的服务新业态新模式
的信心和决心，既是经济新业态，也是政府新风
尚。下一步，我市将按照新近出台的《重庆市加
快发展直播带货行动计划》，积极推动传统企业
数字化转型，持续加大直播电商在更广泛的行
业、企业的推广应用，更加关注直播带货的产品
品控、品牌培育，进一步健全物流配送体系和人
才支撑体系，打造系列“直播+”产业集聚区和“一
切皆直播”的新消费场景，进一步推动消费回升。

农特产品重在“特”，后发力不可限量

□本报记者 付爱农 向菊梅

“直播，早已有之；带货，也不稀奇。
但直播带货，还是今年才真正火起来，并
成为一种稳固的消费新模式。”5月28日，
重庆市网商协会秘书长吴斌接受记者采
访时称，线上营销可划为3个“版本”——

2005年出现的图文营销，可称为
1.0版，那时还只能叫“介绍式”，形式单
一、内容贫乏，消费者并不是很接受。

2009年至2010年的小视频营销，
可称为2.0版，形式上有了进步。

2014年至2015年，伴随着4G网络
发展，线上营销升级为3.0版，“带货力”
实现翻番；2019年，直播带货开始强势
增长；到今年，因疫情推动，直播带货真
正实现爆发式增长。

“3.0版的发展，与抖音、快手等视频
大平台的发展几乎同步，其内容越做越
好，参与感、体验感越来越强，90后、00
后乐于接受，并带动80后、70后参与。”
吴斌说，“一种新模式要火起来，仍然是

‘内容为王’，受众认可、群众基础才是真
正的推力。”

针对部分消费者担心的直播带货中
的产品质量、售后服务等问题，吴斌坦
言：“只要是销售环节，这些问题都有可
能存在，关键还是监管！”

因此，她建议：一是对主播加强培
训，不仅是业务培训，更重要的是法律方
面的培训；二是监管应更严，配备的力量
更强，更能适应新的形势，监管不仅是政
府部门的事，也应划入电商平台的职责
范围，出了问题，厂家、主播、电商平台都
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直播带货火了之后
培训监管须跟上

□本报记者 付爱农 向菊梅

“前段时间，我们为产品出口受阻焦麻了；现在，
我们为完成全国各地的订单忙翻了。”短短数月内，我
市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之一——重庆汇达柠檬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达柠檬”）的经营形势发

生了逆转。
“面对疫情的冲击，以及直播带货带来的变化，我

们真正被触动了。”5月27日，汇达柠檬董事长代小平
在接受采访时连说了几次“触动太大”。

被直播带货深深触动的重庆企业还有很多。来
自市商务委的数据显示，1-4月，我市举办直播带货

3.5万场，售出商品3645万件，销售总额超过17亿
元。

其中，重庆火锅、潼南柠檬、奉节脐橙、大足龙水
刀、石柱莼菜等一大批重庆特产表现尤为突出。因为
地理识别度高、原先就有一定的知名度，借力发力，这
些“重庆宝贝”成了直播带货热潮中的大赢家。

“疫情前，柠檬鲜果的收入在总收入中占了
70%，主要出口到俄罗斯、马来西亚、印尼、新加
坡、菲律宾等30余个国家和地区。”代小平说，

“正因为柠檬鲜果在国外一直卖得很好，所以我
们加快产品结构调整的危机感和紧迫感不是很
强烈。”

但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汇达柠檬的
出口主渠道像被砍了一刀，销售直线下滑。

随即，当地政府把汇达柠檬列为直播带货的
重点产品。“效果确实出来了。但同时，直播带货大

数据也显示：由于国内外消费习惯不同，柠檬鲜果
走的量很小，30多种深加工产品却颇受欢迎。”

汇达柠檬立马调整生产线。“幸好当年听了
政府的话，早早上马了深加工产品线。”代小平
说，“现在深加工产品在总收入中的占比已超过
50%。因为其附加值高，一般为鲜果的5倍，最

高的有几十倍，所以迅速填补了出口损失。”
因疫情导致出口渠道受阻的，还有荣昌夏布。
作为国家级“非遗”、“荣昌三宝”（陶、折扇、

夏布）之一，荣昌夏布主要出口到韩国、日本、新
加坡、阿联酋等地。近年来，其年出口额一直稳
定在1亿美元左右。

“出口渠道受阻，我就带头做起了直播带货，
把直播间分别设在荣昌夏布小镇、苎麻基地、国
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颜坤吉生前的家里，以充分展
示荣昌夏布的全产业链。”荣昌夏布代表性传承
人、壹秋堂夏布坊创始人綦涛说。

“因为有国家级‘非遗’等加持，效果很好。”
5月16日，綦涛与3个扶贫工坊所在的石柱县中
益乡、城口县鸡鸣乡和沿河乡负责人联动直播，
两小时就招到30多个代理商，“他们就像种子客
户，可以帮我们拓展国内市场。”

“被逼”调整产品线，填补了出口损失

“疫情期间，龙水家用菜刀销量同比上涨了
2/3！”5月28日，大足电商产业园运营负责人李
科兴奋地说。

为什么不跌反涨、涨幅还这么大？李科分析
认为，一是靠专业的电商大平台直播带货，另一
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疫情期间家里用餐增多，龙
水刀应势而动，逐步走向定制化生产。

“看邓家刀直播的女性较多，客户喜欢什么，
公司就设计制造什么，不再盲目生产。每次直
播，我们就主推刀型、重量、价格等适合家庭主妇
的爆款。”大足龙水邓家刀的电商部负责人郭世
川说。

同样，飞天刀具负责人黎勇也表示：“我们要

求提前报周计划，这一周才生产下一周要卖的产
品，不再是传统的大批量生产，然后慢慢降库存。”

由此，直播间与生产车间建立起良性循环，
产品减少了积压，资金周转也更顺畅。前段时
间，在阿里巴巴大足服务中心联合大足区商务委
举办的助力五金产业复苏活动中，单日线上交易
额超过1.7亿元，直播引导成交的刀具产品占
45%以上。

从直播带货新模式中尝到了甜头，下一步，

大足将有新动作：大足工业园区将构建适应直播
电商等新模式的新型供应链，涉及产品、品牌、仓
储物流及引入流量达人、设计研发制造人才等；
大足电商产业园将打造一个2400平方米的大型
直播基地，规划50个直播间，引进专业直播机
构，进一步促进大足龙水刀等特色产业发展。

直播带货+定制化、智能化，让重庆火锅也
收获满满。

“在李佳琦直播间，我们的牛油火锅底料礼

盒5分钟卖了2.5万盒，相当于以前一年的销
量。”周君记电商负责人刘孟说。

“几次大主播带货，渝冬来火锅底料卖出约
300万袋。直播带货走的量，已达到工厂整体销
量的20%-30%。”渝冬来食品公司负责人陆安
冬介绍，“我们建了一套智能系统，把客户下单情
况梳理成阶段性大数据，自动传给工厂，然后再
安排车间生产；为了让消费者对直播带货产品质
量更放心，该系统还可全产业链追溯。”

“直播带货走的量大，倒逼工厂更加智能化，
智能化又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再促进线上
销售……这样，直播间与智能化、定制化工厂就
形成了良性循环。”陆安冬说。

直播间与定制化车间形成了良性循环

▲大足电商产业园，主播正在园区内的公共直播间直播推荐刀
具。 （大足电商产业园供图）

▲荣昌苎麻基地，壹秋堂夏布坊培训人员、非遗传承人颜先英正在直播展示夏布的原材料苎麻。 （壹秋堂夏布坊供图）

▲奉节白帝城景区，奉节联合淘宝“县长来了”栏目向网友直播推
荐奉节脐橙等特色农旅产品。 （奉节网络扶贫直播服务中心供图）

“七山一水两分田”是武陵山腹地
的黔江的耕地现状。这种喀斯特地貌
的土地产出较低，农民种粮积极性不
高，加之近年来农民纷纷外出务工，大
片坡耕地成了荒山。土地闲置了不但
无收成，石漠化也日趋严重。

针对这一现状，黔江近年来大力发
展山地特色效益农业，利用闲置地、石
漠化耕地发展经果林，开展林下养殖，
建山坪塘蓄水保水并同时发展水产业，
把荒山变成了绿水青山、金山银山。

荒山变绿富起来

5月25日，中塘镇胜利村九组油茶
基地，20余位村民正头顶烈日锄草。

“种上油茶后不仅荒山绿了，我以
土地入股合作社还有收入！”看到油茶
挂满了果实，曾经的建卡贫困户、残疾
村民王辉高兴地说。

王辉家中土地多为坡耕地。由于
缺乏劳力，耕地几乎都被闲置。不但没
有收成，每逢下暴雨，泥土还大量流
失。2016年，他把家里的荒山、撂荒地

共计13亩土地入股油茶基地后，不但
保住了水土，每年可分得土地入股金、
红利以及务工收入达到1万元，当年实
现脱贫越线。

胜利村油茶基地于2015年开建，
面积2500多亩，是该镇引进社会资本，
以土地流转、与农户股份合作打造的立
体农业综合示范增收基地。基地最先
种的一批茶树已于去年投产，加工茶油
2500斤，实现产值20余万元。

目前，中塘镇已把这处油茶基地纳入
扶贫工坊，长年解决当地建卡贫困户、低保
户、残疾家庭和当地农民100多人务工。

“山地特色效益农业的路真是走对
了。不但绿化了荒山，保护了生态，而
且农户和出资人都有经济回报。”黔江
区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说。

花果飘香游客来

时下正是枇杷采摘季，黑溪镇改革村
500余亩的白沙枇杷园，前来采摘枇杷的
游客络绎不绝。园主周勤笑得合不拢
嘴。他盘算，这一季枇杷采完，大概有80

万元收入。加上全家林下养鸡、养蜂、加工
枇杷花茶的收入，一年可达到150万元。

来自浙江的周勤是一名“黔江女
婿”。几年前，他随妻子王霞回黔江探
亲，此时，黔江正在动员村民发展山地
特色效益农业。周勤认为，黔江大片闲
置地如果种植浙江的特色水果，肯定

“钱”景大好，遂在当地政府的协调下流
转土地种植浙江的“白沙枇杷”。几年
来，周勤在枇杷林下养鸡、养蜂，过上了
甜蜜生活。不仅带动20余户村民、7户

贫困家庭种枇杷脱贫增收，还把这一产
业延伸到全区的多个乡镇。

“一树枇杷不仅延伸多个林下产业，
还火了乡村旅游。”黑溪镇党委书记钟伟
说，游客在采摘枇杷的同时，也爱品尝
农家乐的特色菜品。村民们的土鸡、土
鸡蛋、蜂蜜、枇杷花茶、腊肉、干洋芋片等
特色农产品，也跟着卖出了好价钱。

一花一景、一村一品。在黔江，通过
发展山地特色效益农业，带动乡村旅游
发展，如今已成了一种模式。乡村旅游

不但撑起了黔江旅游收入的半壁江山，
还丰富了乡村振兴的内涵。多个乡镇每
年在枇杷、葡萄、脆红李、猕猴桃等成熟
季节，都要开展一系列的体验采摘活
动。大量游客，为农村带来源源不断
的财源。

环环相扣活起来

打造集种植、收购、加工、销售环环
相扣的全产业链，成为黔江大力发展山
地特色效益农业的一大特色。

粟海艳是濯水镇双龙村养蚕大户，她
带头栽桑养蚕，短短几年中让300亩荒山
披上了绿装。去年养蚕300张，实现收入
30余万元。长年解决40余名村民务工问
题，并带动周边180余农户养蚕增收。

蚕桑是黔江优势产业，产业链不断
延长。位于正阳工业园区的双河丝绸有
限公司，是一家集缫丝生产，生丝、丝织
品、绸缎、丝绵、服装及货物进出口为一
体的企业，拥有加工规模达到9600绪自
动缫丝生产加工线，是重庆最大的优质
茧丝绸生产出口基地。他们向农户提供

种苗和技术支持，对蚕茧实行订单式收
购，自己再加工生产丝绸，远销海内外。

近年来，黔江油茶产业如雨后春笋
般发展到4万余亩，已投产2000亩。
中塘乡油茶基地相关负责人李正军说，
自家油茶品质优良，出油率比其他地方
的茶籽要高。今年，基地已购进生产
线，准备采收茶籽自己加工。

据悉，近年来黔江各农业专业合作
社，建成了多条特色农产品加工生产
线，农业产业链不断延伸。

最新统计显示，今年，黔江种植蚕桑
面积8.3万亩，涉及区21个镇乡，年产茧
6万余担，收入11260万元。种植脆红李
6.6万亩、猕猴桃3.5万亩、油茶4万亩、花
椒1万亩、核桃0.6万亩，柑橘、白柚、枇
杷、樱桃、杨梅、冬桃、核桃、板栗、绿茶、藤
茶等产业20余万亩。其中，黔江猕猴桃、
脆红李，在2018年获国家工商总局“农
产品地理标志证明商标”。黔江被中国
果品流通协会命名为“中国脆红李之乡”。

李诗素
图片由黔江区委宣传部提供

不怕田少荒山多 特色农业“立起来”
黔江大力发展山地特色效益农业拓展农民增收渠道

村民在采摘藤茶村民在采摘藤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