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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互联网大会直击

拼多多黄峥：
3年卖出109亿斤农货
云南是拼多多电商扶贫的重要省份

汇聚 3.44 亿用户和超过 200 万商户

据悉，过去 3 年，拼
多多平台累计帮扶
139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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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8 日 ，在 乌 镇 举 办
的第五届世界互联
网大会上，拼多多
创始人、CEO 黄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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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正是拼
多多电商扶贫的重
要省份。

据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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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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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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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核桃雪莲果石榴等上线拼多多
拼 多 多 创 始 人、
CEO 黄 峥 在“网
络公益与扶贫：
消除饥饿与贫困
”论坛发表主题
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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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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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截
至目前，拼多多已经顺利将云南的核桃、雪莲
果、石榴等农产品打通全国销路。
传统电商是“人找货”，拼多多则是“货找
人”，比如在蒙自，一些敢想敢干的新农人借助
拼多多平台让石榴、火龙果、木瓜等本地特产，
以超级实惠的价格迅速进入到全国市场。一些
新农人已经实现年薪 7 到 10 万的生活转变。

发动超过 5 万名新农人返乡

通过拼多多平台
，云南文山雪莲
果成了消费者新
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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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7 日，
30 强品牌房企精准招商对接高端峰会
在昆明举行。政府相关部门与房地产企业代表 100 余
人参会，
共同探讨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策略，
推动优质土
地资源与品牌房企精准对接，
不同城市资源联动融合。
与会嘉宾就 2018 经营性用地市场形势进行研讨，
中国房地产数据研究院执行院长陈晟、新城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欧阳捷分别围绕“戊戌年房产前
途”
“横盘时代的土地竞争策略”
发表主题演讲。会上，
还举行了无锡市经营性用地专场推介，品牌房企与参
会城市精准对接会等。
本报记者 段晓瑞 陈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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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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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芳 摄影报道

云南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口福行动”获好评

第三季即日启动 首颗种植牙半价补贴
据了解，在今年 5 月份，云南广播电视台都
市频道启动了
“修复失牙·口福行动”
。该公益行
动吸引了大量缺牙市民参与，
很多云南中老年人
因此了解到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
并借此机会解
决了多年的牙齿问题。目前，
“口福行动”
已开展
两季，成功种牙 5 万余颗，共为上万余位缺牙市
民修复了失牙，
获得了老百姓的一致好评！
但同时，
“ 口福行动”特邀种植专家团的医
生们也发现，大部分市民对看牙存在深深的恐
惧感，因此在缺牙后总是得过且过、能拖就拖，
对及时修复不看重，从而导致口腔问题严重化，
不但后期增加了修复难度和成本，还让肠胃乃

舌尖上的铁锅——章丘铁锅全国热销

至全身健康受到连累。事实上，首颗牙缺失以
后，邻牙会因受力不均向缺牙处缓慢移动，时间
一久，整排牙的稳固性受到影响，可能会接二连
三脱落。对于已经缺失的牙齿，
应该在缺牙后 3
个月内进行修复，因为此时缺牙处的牙龈和牙
槽骨健康状况良好，
有助于种牙后的快速恢复。
为此，云南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特在 11 月
启动
“口福行动”
第三季，并推出
“首颗种植牙半
价补贴”
，希望能为还没享受到种牙补贴的缺牙
市民种上好牙，找回好口福。目前，种牙补贴正
在火热申领中，无论是单颗、多颗、半口或者全
口缺牙的市民都可报名申领！ 本报记者 苏煜

历经 12 道工序，18 遍火候，1000 度高温
煅炼，3 万 6 千锤的锻打 不生锈、不粘
锅、无油烟，电磁炉、燃气灶，一锅两用

全民换锅行动开始了！ 章丘铁锅 限时特供
百年传承 手工打造
章丘铁锅有多年的历史，材料要选用钛钢优质铁
板，厚薄均匀，没有坑洼麻点，章丘铁锅与其他锅不同
的地方就是纯手打，一个锅从开始到完成需要 3 万 6 千
锤，先热煅，再打底子，烧完后再氧化，接下来再进行冷
锻，不断的锻打，历经 12 道工序，直到锅身光滑……这
才是一款真正的章丘铁锅！用章丘铁锅做出来的鸡
蛋，不用一滴油，清水就能炒出不粘锅的美味来；用这
口锅做鱼，不光不粘锅，色香味俱全，味道更是鲜美地
道！用它炒菜，味道好，更能让你远离化学涂层的危
害，享受健康的同时，还能享受舌尖上的美味！

订购
热线 0871

俗话说“章丘铁匠遍天下”，章丘
铁锅作为一种手打铁锅，他究竟好在
哪里？
章丘铁锅之所以不粘锅，之所以
能做出更香的菜，奥秘就在他的打造
过程。整个过程，7 道热锻，5 道冷锻，
必须 3 万 6 千次捶打，才算圆满，否则

就不能算成功。
历经这样复杂工序做出来的铁
锅，与传统的铁锅相比，不粘锅、不
生 锈 、深 度 便 于 翻 炒 ，并 且 是 电 磁
炉、燃气灶一锅两用，与传统的不锈
钢锅相比，耐高温，做出来的菜，味
道更香！

-63827315、0871-63329500

为了让广大朋友都能用上章丘铁锅，早日
体验手打铁锅带来的健康和美味，即日起，章
丘铁锅，限时特供：原价 1688 元的章丘铁锅，
每天前 30 名进店购买的顾客，只需 398 元每
口，另还可赠送价
值 198 元 的 杉 木
锅盖，请抓紧时间
拨打电话订购吧！
济南老手艺人厨具有限公司

一分价钱一分货，买章丘铁锅一定要认准正宗的章丘铁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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