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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润星文具有限
公司位于象湖镇溪背
村袁主要业务是生产办
公文具尧 工艺品等袁部
分产品销往东南亚地
区遥 公司于 2015 年成
立袁 2017 年被认定为
扶贫车间袁目前吸纳了
5 名贫困劳动力袁为他
们解决了就业问题 遥
图为工人在生产车间
工作时场景遥

本报记者郑薇摄

图为 6 月 20 日拍摄的永盛国际酒店遥 我市通过发展特色乡村民宿尧星级酒店等方式袁形成丰富而
多元化的住宿规模袁目前全市有四星级以上酒店 7 家袁三星级酒店 17 家袁同时还有一大批家庭式尧农家
式旅馆以及经济型尧特色文化型主题酒店袁大大提升多样化需求的食宿接待能力遥 本报记者周建云摄

本报讯 渊记者邓雪萍冤今年以
来袁市供销社深入推进消费扶贫袁尤
其是围绕疫情期间贫困户农副产品
滞销问题袁 发挥供销社线上线下综
合服务平台优势袁通过野牵线搭桥冶袁
引导农市对接尧 企业帮扶尧 社会参
与袁打通生产尧流通尧消费各环节的
赌点尧痛点和难点袁积极为滞销扶贫
产品寻找销路袁助力我市脱贫攻坚遥
截至 5 月底袁市供销社联合扶贫办尧
商务局等相关单位累计销售扶贫农
产品 2300 万元袁帮助 1112 户贫困群
众增收致富遥

搭建对接平台袁开展野五进冶活
动遥 市供销社牵头组建瑞金市闪电
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袁 该公司通过
设立特色农产品展区袁 展示全市农
民的丰收成果袁宣传各项扶贫政策袁
推动野以购代捐尧以买代帮冶帮扶模
式袁营造社会帮扶尧全民参与的活动
氛围遥 同时袁市供销社联合相关单位
搭建贫困户的农产品供需对接平
台袁 组织开展扶贫产品定向直供机
关尧企业尧学校尧医院等单位食堂的
野五进冶活动袁鼓励引导企事业单位尧

学校食堂等采购贫困群众农产品袁
建立长期定向采购合作机制遥

引导农超对接袁 建立稳定销售
网遥 为切实解决贫困户农产品滞销
问题袁 市供销社联合商务局对接本
市较大型超市袁先后在好又多超市尧
步步高超市和大润发超市设立 野消
费扶贫专柜冶遥 同时袁供销社从领办
的 40 多个农民专业合作社中袁组织
了一批专门从事生鲜蔬菜销售队
伍袁到各乡镇了解蔬菜种植尧管理尧
销售情况袁并与广东尧上海尧赣州等
地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和专门从事农
产品贩运的经纪人对接袁 建立了长
期稳定的销售渠道网络关系遥

活用电商营销袁拓宽销售渠道遥
今年以来袁 市供销社积极对接相关
单位袁先后举办了野百县千品公益助
农冶野光大人游江西之瑞金行冶 等网
络直播带货活动袁 我市领导走进直
播间亲力亲为
代言促销 遥 此
外袁市供销社还
引导瑞金华贡
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尧 瑞金市闪电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等 11 家电商企业渊包括农民专
业合作社冤入驻扶贫 832 平台袁截至
5 月底袁 在此平台销售金额达到
290.16 万元袁 完成了全市单位年度
采购预留比例任务的 200%遥 同时在
野中国社会扶贫网江西馆冶和第三方
平台上销售我市贫困户农产品达
310 万元遥

挖掘景区市场袁 促进旅游+扶
贫融合遥 供销社社属企业瑞金市
新正惠农供销服务有限公司在叶
坪景区尧 红井景区等旅游景区设
立消费扶贫农特产品专区袁 打造
具有瑞金特色的农副产品尧 手工
艺品等旅游产品品牌袁 进行推介
宣传销售袁 促进旅游扶贫与消费
扶贫融合发展遥 截至 5 月底袁景区
消费扶贫农特产品专区累计销售
600 万元遥

夏日的红都袁万
木葱茏遥 在这充满生
机与活力的季节袁记
者来到位于谢坊镇的
千亩高标准大棚蔬菜
基地袁 呈现在眼前的
是果蔬飘香袁 一派生
机盎然的景象遥往年袁
这块地大部分都被撂
荒了袁而如今袁昔日的
野草变成了香甜的瓜
果袁 富余的劳动力有
活干了袁 外出的青年
回来了噎噎寂静的乡
村平添了几分活力遥

交通方便尧 土地
肥沃尧排水条件好袁当
地在多方面都有 优
势袁这是吸引客商投
资的重要因素遥 基地
由山东客商在当 地
成立的瑞金农丰 源
果蔬专业合作社 负
责经营袁规划面积为
1000 亩袁现有大棚规
模面积 500 亩袁另外
500 亩 已 经 租 好 土
地遥 基地主要种植贝
贝小南瓜尧 西葫芦尧
黄瓜尧香瓜等水果蔬
菜遥 按照合作社为龙
头尧 基地为媒介尧培
育当地菜农的思路袁
建立返租尧 合营尧务
工三种利益链接 机
制袁 实行统一品种尧
统一技术 尧 统 一 销
售遥

果蔬合作社用地采取土地流转的方式从云
龙村和大嵊背村获得袁 不仅每年每亩给农民带
来 500 元的租金收入袁每一年的租金还会增长袁
同时还带动了村集体经济收入的提高遥

野第一袁每一亩要交 100 块到村里袁提高了
村集体经济收入袁500 亩土地就要交 5 万块到
村里遥第二个是袁解决了我们村 8 个小组的就业
问题袁有 60 多个农民在这里做事袁其中近几年
脱贫的贫困户有 30 多个遥 冶谢坊镇云龙村党支
部书记郭华明向记者介绍遥

当天下午袁记者在基地采访时袁看到不少在
摘黄瓜的工人袁今年 64 岁的钟凤娇就是其中一
名工人遥她说袁自己的工资是每天 80 元袁家里离
基地还不到 1 里的距离袁 在这里就业不仅离家
近袁可以照顾到家里袁还可以增加一定的收入袁
她感到很满意遥

在增加当地村集体经济收入尧带动就业的
同时袁 还成为当地重要的果蔬种植技术学习实
践基地袁 吸引一些返乡创业的有志青年前来学
习果蔬种植技术遥 95 后的文敏春原来在上海工
作袁今年决定回家乡创业袁从事果蔬种植批发行
业袁于是加入到合作社袁学习果蔬的种植技术遥

冶我原先是在上海工作袁现在是回到家乡
进行创业袁 我自从加入到了农丰源果蔬合作社
以后袁学习到了非常多的种植技术袁那么我们也
是非常希望学习这个技术以后我们自己扩大种
植规模遥 冶谈起自己的想法和打算袁年轻的文敏
春如是说遥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袁 像文敏春这样的返
乡青年还有 4 位袁 他们都看好在家乡创业的前
景袁于是放弃了在大城市的繁华袁回乡创业遥

果蔬合作社的成立袁 让当地村民在奔小康
的道路上越走越宽袁 带来了不错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袁 也让合作社负责人尝到了甜头遥 今
年袁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袁让全国各地许多农产
品出现滞销的状况袁 但农丰源果蔬专业合作社
的瓜果却依然像往常一样畅销遥 这是什么原因
呢钥合作社股东尧日常管理人文福州道出了其中
的奥秘遥 他说袁合作社与多家单位签订了合同袁
果蔬定点定时向他们出售袁 即使遇到疫情也没
有什么影响遥据了解袁基地的果蔬销售市场主要
是山东尧北京和广东遥

野目前袁我们合作社对农业发展还是很看好
的袁现在我们重点引进贝贝小南瓜袁目前贝贝小
南瓜销量一直还可以袁供不应求袁下一步我们还
要进一步扩大种植面积袁把产业做大做强遥 冶采
访行将结束袁 文福州向记者介绍了他们的下一
步计划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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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滞销农产品“牵线搭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