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带动当地企业
按照市场需求转型升级

要想真正把产品做成商品， 如果说
保证质量是第一步 ， 提升产能是第二
步 ， 那么根据市场需求对产品进行调
整 ， 让产品为市场所接受 ， 就是第三
步， 或许也是最难的一步。

“倒逼”， 是经常挂在上海援青干
部口中的一个词。 以牛羊肉为例， 要首
先明确好消费对象在哪里 。 若是大城
市， 那么要思考产品以何种形式能够被
大城市的居民接受 。 然后再考虑当地
的食品加工环节如何做 、 肉制品进入
大城市的冷链怎么去构建 ， 以及放养
过程 、 屠宰加工 、 产品销售如何进行
标准化 。 也就是说 ， 通过产业链倒逼
当地的生产。

“企业不能只负责将产品卖出去，

却不知道市场反馈。 如此， 第一单也可
能是最后一单。 联盟作为果洛对接上海
消费协作市场的主要输出端口， 一方面
服务市场端， 另一方面服务供应链端。

我们要做的， 就是让企业的创新想法能
够充分落地， 也要让市场需求能够被企
业所感所知所理解， 帮助企业根据市场
需求转型升级。” 联盟理事会单位之一，

青海大宋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
责人郑媛媛说。

对于龙头企业而言， 联盟有助于帮

助它们进一步提升市场竞争力。 而对于
散落于雪域高原陷于同质化竞争的小企
业， 这直接关乎它们的前途命运。

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 、 广度 、 难
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 ， 产业发展 ， 需
要不断提升造血水平 ， 激发企业的内
生动力。

“很多小企业、 小作坊是在多种政
策红利的 ‘温室’ 中长大的。 但它们不
可能永远依偎着温室 。 我们如今要做
的， 唯有让企业自身变得更强。” 张立
话锋一转， “但若让它们独自面对大市
场的各类风险， 也是操之过急， 因此，

更需要联盟承担孵化器的任务， 呵护小
企业茁壮成长。”

“如果牛腿肉一根根的卖 ， 一份

20 斤。 在华东市场 ， 这么大份量肯定
没有销路。 我们就会免费帮助很多小企
业设计从 250 克———1000 克不等的包
装规格。” 郑媛媛表示， 在联盟内， 龙

头企业将带动小企业完善组织、 包装、

品牌化等产销环节， 提升产业整体的技
术研发水平及生产水平， 促进果洛产业
链的有机整合与销售，

通过从产品到商品的全面升级， 做
到统一标准、 统一服务、 统一管理， 更
好的服务于各类客户， 这便是发起联盟
时最迫切的期盼。

联盟部分成果目前已得到展现。 作
为联盟理事会单位， 膳厨坊生态农业科
技发展 （达日） 有限责任公司瞄准市场
空白， 经多次试验， 成功解决牦牛肉味
重 、 肉硬等问题 ， 创新制作牦牛肉饺
子 、 牦牛肉月饼 ， 并精心设计产品包
装， 受到市场欢迎。 青海源羚生物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则基于市场反馈， 一改往
日粗放式生产模式， 对标国际标准， 将
蕨麻研制成蕨麻粉， 便于消费者直接服
用， 该商品不仅进入华东市场， 还成功
远销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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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援青：消费协作产业联盟助“雪域好货”出圈

从 2010 年起， 按照中央统一部署 ， 上海对口支援青海
省果洛藏族自治州。 11 年来， 上海先后派出四批次援青干部
人才， 累计实施对口支援项目 784 个。

随着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 援青工作步入了新起点
新征程。 今年以来， 上海第四批援青干部联络组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 沪青两地党委决策部署， 持续做好乡村振兴与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序衔接， 积极落实 “四个不摘” “四个
不减” “两保持三加强”， 坚定不移增进民生福祉， 充分发挥
上海优势， 挖掘果洛特色， 培育新动能。

果洛州消费协作产业发展公益联盟于今年 7 月正式启
动， 旨在促进果洛州特色农牧产品产业内部与其他产业在技
术、 经济、 管理、 知识产权等方面的合作； 建立并完善果洛
州特色农牧产品产业链； 搭建果洛州特色农牧产品产业共享
信息、 培训、 交流平台， 促进产业资源有效利用， 对外开展
咨询服务和人才培训等活动； 发展与国内外相关组织、 企业
的联系和交流， 开展多种形式交流与合作 ， 维护行业利益 、

形象。

“发展产业， 最关键的就是要把产业变成产品， 产品变
成商品 。 不过 ， 要想实现这样的飞跃 ， 需要付出极大的努
力。” 上海市第四批援青干部联络组组长， 果洛州委常委、 副
州长冯志勇表示， 联盟的成立标志着沪果两地产业消费协作
翻开了新的一页， 为乡村振兴增添了新的动力， 是助力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 “加速器”， 是充分整合
社会资源， 打造产业化发展竞争力的必然要求。

让昔日小而散的
产业抱团挺进

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 ，如
何巩固成果 ，确保不返贫 ？ 对口支
援工作需要与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 ，乡村振兴的重点之一 ，便是产
业兴旺 。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地处
“三江源”腹地，素有“雪域净土”的
美称，生态保护是当地发展的重中
之重。

在坚持生态保护优先的前提
下，上海援青以敏锐嗅觉做强特色
产业。 “玛多藏羊”的走红便是好产
业催生好产品的典型范例。

上海援青干部瞄准产业链的
不同阶段 ，发展生态畜牧业 ，有的
放矢地助力藏羊产业迭代升级。 如
今 ，玛多藏羊品质越来越好 ，已成
功入选上海市对口帮扶地区“百县
百品”名录。

通过对产业链不同阶段上海
援建资金的投入，果洛的农特产品
品质上大幅提升。 “高原青稞好，富
含丰富膳食纤维 、维生素 、微量元
素等”“高寒燕麦、 原生态种植，富
含粗蛋白质 、磷 、铁 、钙等 ”，果洛
“好货”获得上海市民交口称赞。

质量有保证，那产能呢？ 以特
色农业为例 ，长期以来 ，果洛农产
品长期处于“小而散”的状态，小作
坊、小工厂、小企业多，分布又极为
分散 ，持续的产能无法保证 ，限制
了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为进一步做好产业协作、消费

协作工作，改变果洛企业零散的“小
作坊式”发展模式，培育具有市场认
可度的现代化企业， 在上海援青干
部的大力支持下， 果洛产业联盟应
运而生。

今年中秋期间， 通过联盟的协
调， 青海各企业推出了多种定档大
礼包，从 100 元———500 元不等，现
已经覆盖青海藜麦、青海青稞、青海
冷鲜牦牛肉、 青海黑枸杞等特色农
产品。最终，节庆前的大礼包实现了
百万级的销量。

这便是“一根筷子”和“一把筷
子”的区别。

“小企业小作坊的产能想直接
与上海市场对接， 将产品卖到上海
真的是天方夜谭。 消费协作不仅仅
是大企业的事情， 我们必须想办法
让产能集聚，让受益面更广。 ”上海
援青干部，达日县副县长张立说。

联盟成立后， 即致力于大打特
色产业牌， 把发展重心和工作重点
放在提升特色产业发展质量效益
上 ， 放在打造名优特色产品品牌
上， 放在增强特色产品营销能力和
市场竞争力上， 依托对口支援等各
类帮扶优势， 搭建新产品、 新技术
转化平台， 加快特色新产品、 新技
术产业化步伐， 推动企业联合和产
业融合， 促进同业整合经营， 尽快
实现产业、 产品信息和新技术、 新
工艺共享， 逐步实现联盟成员企业
互利共赢。

切实规范联盟运作
勾画未来“大产业”蓝图

目前， 联盟以 “青海沪青惠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 ” 为运营主体 ， 承担各
类与消费协作有关的业务联系和商务
服务。

沪青惠， 惠及着沪青两地的菜篮子
和钱袋子， 更汇集着沪青合力勾画果洛
未来“大产业”蓝图的坚定决心。

万事开头难。联盟在发起初期，部分
企业处于观望状态， 他们还是习惯于传
统的做买卖方式。关键时刻，果洛当地干
部全力支持，主动出击宣传推广，而联盟
几家创始成员也发挥带动作用， 积极联
系对接，联盟的推进越来越顺利。

“相信市场 ， 相信规律 ， 果洛干
群在产业发展理念上已经产生了巨大
的变化 ， 这正是援青 11 年的成果 。 ”

张立不禁感慨 ， 他看到了果洛干群身

上的决心。

“从联盟筹划至今， 援青干部联络
组乃至上海各界都在关心呵护联盟的成
长。 他们每次回到上海， 都会第一时间
与各个企业、 单位、 工会、 市场对接，

一心为了联盟。” 郑媛媛说， 她看到了
上海援青助力果洛乡村振兴的决心。

规范化运作， 是联盟成长必须迈过
的一关。 根据联盟章程的规定， 联盟必
须建立内部标准， 设立联盟准入机制，

准入企业要做到有品牌、 有标准、 保质
量、 有措施， 要把联盟的事当成自家的
事； 要充分利用成员企业的互补性， 科
学地向市场推出产品类别， 做到优选优
售 ， 不符合标准产品不予进入联盟渠
道， 推动成员企业高质量高效益发展。

“联盟并非强制性的， 而是自愿加

入， 成员单位在享受组团红利的同时，

依然独立运营。 但是， 若想加入这个联
盟， ‘门槛’ 不能低。 企业不仅要能够
做到团结一心、 利益共享、 资源共享，

还要做到有所为、 有所不为。” 郑媛媛
表示， 联盟在建设中极为重视行业自律
工作， 制定行规盟约， 集中联盟成员意
志， 提炼、 倡导联盟精神， 形成全体成
员都认同、 都信守的行为规范。 “在联
盟内部推崇诚信办盟、 公信营商意识，

通过全体成员的不懈努力， 提升联盟的
社会影响力和公信力”。

“联盟还很年轻， 端口是开放的，

即便尚有一些问题无法达成共识， 但是
通过一批批沪青干部群众的努力， 随着
更多资源的注入， 联盟的未来将有无限
可能。” 张立说。

未来， 果洛将以联盟为基础， 大力
发展高原特色生态畜牧业 、 特色种植
业 、 文旅等绿色产业 ， 持续推广 “公
司+牧户+基地 ” 的产业链模式 ， 引导
和鼓励龙头企业和现代生态畜牧业合作
社深化 “产业联动”， 增强当地 “造血
功能”， 为乡村产业振兴贡献力量。

班玛蔬菜大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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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肉深加工产业。

今年 7 月青洽会期间， 果洛州消费协作产业发展公益联盟正式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