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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云南绿春蜂蜜产业为研究对象,通过将汇总文献和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对脱贫攻坚背景
下新型助农模式进行深入研究,并针对绿春蜂蜜产业存在的问题,提出具有普适性的建议与对策。助力农
产品生产企业适应新型商业模式,为农产品销售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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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new agricultural assistance model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overty
Alleviation -- Taking Lvchun honey industry as an example
Ning Ding, Ming Yang, Yongxin Zhang, Ruixi Xu
[Abstract] Taking Yunnan Lvchun honey industr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makes an in-depth study
on the new agricultural assistance model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overty alleviation by combining literature
and interviews, and puts forward universal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according to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Lvchun honey industry. Help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nterprises adapt to the new business model and
provide new ideas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 s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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