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海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位于国家
“十二五”扶贫开发攻坚的重点区域内。
从贫困现状看，青海是全国最典型的特殊
类型贫困地区之一，集中了西部地区、民
族地区、高原地区和特困地区的所有特
点。在扶贫开发过程中，青海注重构建专
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和援青扶贫
等“四位一体”的扶贫格局。经过 4 年的
努力，脱贫 85.6万人，贫困发生率从 2010
年的 36.6%下降到 2014 年的 14%，下降
了 22.6 个百分点，成功探索出一条适合
当地发展的扶贫开发新模式。

专项扶贫重点解决基建

要想富、先修路。专项扶贫的重点放
在了解决农牧区道路、水、电、房等基础建
设上。4 年投资 90 亿元，行政村道路建
设通畅率达 82.8%。青海地广人稀，基础
设施建设投入成本高，使用效率低，很多
偏远地方的道路修了几十里可能只有几
户或十几户人家走。为方便群众也为提
高道路的利用率，建好农村公路的同时，
交通运输部门发展农村道路运输业，集中
力量重点推进连片特困地区及藏区农村
客运发展。根据青海村镇分布和人员聚
集情况，通过实施区域经营、循环经营、班
线延伸等措施，使道路运输的经营模式灵
活 多 样 ，极 大 地 方 便 了 当 地 群 众 。 到
2014 年底，全省所有乡镇和 82.56%行政
村开通了班车。

青海还利用专项扶贫资金在 1510 个
规划村实施整村推进产业扶贫项目 546
项，建立扶贫产业基地 676 处。根据当地
自然特点，发展特色产业 384 个，建立特
色产业基地 174 处。他们大力推动扶贫
资源优化配置，围绕经济林木、中藏药材
种植、生态畜牧业、旅游业、富硒果蔬等重
点扶贫产业，建设省、县两级扶贫产业试
验示范园 11 个，覆盖 7 个市州的 17 个县，
辐射带动 11.34万贫困群众增收。

行业扶贫注重培训技能

在推进行业扶贫中，住建、农牧、交
通、水利、林业、环保、教育等多部门协同
分工，将生态脆弱、气候环境恶劣、不适合
生存发展的群众实施易地搬迁。投入资
金 15.65亿元，搬迁安置 472个村、4.59万
户、20.1 万人。为实现搬得出、稳得住、
能致富，投资 1.35 亿元，在搬迁村扶持发
展各类后续产业项目 64 个，使 1.5 万户搬

迁户从中受益，年均增收超过千元。
在采访中，青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办公室主任薛长福告诉 《经济日报》
记者：“我们单位与省内兄弟单位协同扶
贫的同时，每个单位定点扶持一个村。
住建厅 2012 年对湟中县的加拉山村进行
了定点扶贫，加拉山村土地贫瘠、气候
恶劣，群众靠天吃饭，全村有 102 户，
有 82 户都是贫困户，其中有 4 户根本没
有经济来源。厅里结合建设单位行业职
能，对村民房屋进行了改造，给特困户
和高龄老人进行生活补助。与扶贫办联
手帮助村民种植中药材，将村里的泥瓦
匠和有建筑特长的年轻人介绍到施工单
位干活，这样他们的收入有保障了，生
活也慢慢好起来了。今年我们的定点扶
贫对象是湟中县杨家台村。”

大学生创业，资金是难题。对此，青
海省合理利用资源注入资金，发挥大学生
的自身作用，去年投入 2000 万元，与团
省委在 8 个市州的 20 个县试点，每个大
学生注资 50 万元，通过大学生创业撬动
银行资金近 8000 万元，调动了大学生自

主创业的积极性。

社会扶贫增强造血功能

社会扶贫实行从纵向到底、横向到边
的网格化帮扶机制。省、州、县三级层面，
124 家单位各定点帮扶一个村；省委组织
部门在全省 360 个乡镇配备了扶贫专兼
职干事，开展培训，解决了基层扶贫队伍
力量薄弱、人员不稳定、政策落实不到位、
工作欠方法等问题；动员社会各类企业
335家，落实资金 1.7亿元。

海东市是青海人口最密集的地区，贫
困程度比较深。1.32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上集中了 167 万人口。上世纪 80 年代
末，政府顺应海东农民自主创业的传统习
惯，积极扶持和鼓励农民走出山门，到沿
海地区从事拉面业。目前，“拉面经济”成
为海东农民劳务增收第一大产业。当地
农民在外开办的拉面馆数量达 2.3 万余
家，遍布全国 270 多个大中城市，几乎覆
盖了我国东中部和沿海所有的市、县、
区。从业人员达 15.2 万人，年经营收入

达 110.4亿元，实现纯收入 35.7亿元。
依据当地资源优势，省扶贫产业园区

与海东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联手合作，在循
化撒拉族自治县和化隆回族自治县黄河
沿岸以 1 万亩土地作为种植养殖基地，将
原来撒胡椒面式的资金进行捆绑使用，将
整村推进分配资金入股扶贫产业园，群众
年底分红。目前产业园区吸收了 40 名贫
困大学生发展产业，在旺季时周边农户和
贫困户有 200 人进行锄草、采摘等工作，
增强了扶贫由输血到造血的转变。

海东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办公室
主任韩秦告诉《经济日报》记者：“这几天
科技园区产的蔬菜产品逐渐上市，我们测
算了一下，效益很好。”据介绍，青海省扶
贫办从初期建设时评估、中期监督到后期
聘请第三方审计，资金使用监督非常严
格。“我们初步规定农户投入的资金每年
以 10%—15%给农户固定分红，受益期是
15-20 年，不管园区赔钱与赚钱，老百姓
的股利分红一分都不能少，不能拖。”

重建过后，玉树藏族自治州依据市场
发育程度不高，市区闲置的房屋场地比较
多的实际，引进诺布噶琼民族服饰工贸公
司、诺布岭藏族服饰加工厂、安冲康巴松
宝民族手工艺品加工中心、安冲白旺藏式
精品工贸等公司作为龙头企业，建成民族
服饰加工和民族手工艺品加工核心基
地。由加多宝公司捐资 1 亿元建成青海
最大的藏式民族服饰生产基地，去年 10
月投运，吸纳当地农牧民 731 人就业。精
美的藏族服饰和民族首饰从新玉树成批
生产走向成都、色达、拉萨、昌都、那曲和
尼泊尔等地，深受市场青睐。

援青扶贫助推全面发展

援青扶贫成为青海扶贫的一大亮
点。13 家中央国家机关和央企定点扶贫
单位 2014年落实帮扶资金 9000万元，协
调引进项目资金 40806 万元。6 个发达
省市和 37 个中央国家部委、央企落实援
青项目 572 个，涉及基础设施、文化体育、
产业发展、生态环保、智力支援等多个项
目，助推青海藏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2014 年，国家将青海纳入全国旅游扶贫
实验示范区、光伏扶贫试点省份，争取国
务院扶贫办协调国际农发基金组织，在青
海六盘山片区实施国际农发扶贫项目，总
规模达 7.64亿元人民币。

在辽援小康示范村尼麻隆村，《经济日
报》记者看到，一头黑白花奶牛雕塑立在村
口，雕塑背面镌刻的文字说明，这是辽宁省
扶持的项目，户均奶牛一头并建有牛舍，另
建有村牲畜防疫室，户均太阳灶一台，修灌
溉渠道、建水浇地、修村卫生室、改造村委
办公室广场住房⋯⋯“扶持与自力更生相
结合，我们这里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小康
村！”村民告诉《经济日报》记者。

免费厕纸测出了啥

于

泳

青海构建“四位一体”扶贫新格局
本报记者 马玉宏 石 晶

《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和《导游
领队引导文明旅游规范》5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然
而，五一小长假期间，仍然频频出现“任性”的游客和
导游。记者给读者梳理一下，对待这些“任性”游客
和导游，有哪些具体措施和办法？

游客 6 类不文明行为将被拉黑

《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 被旅游
业内称为“游客黑名单”。被列入“游客不文明行
为记录”的有以下 6种：

①扰乱公共汽车、电车、火车、船舶、航空器
或者其他公共交通工具秩序；

②破坏公共环境卫生、公共设施；
③违反旅游目的地社会风俗、民族生活习惯；
④损毁、破坏旅游目的地文物古迹；
⑤参与赌博、色情活动等；
⑥严重扰乱旅游秩序的其他情形。

《办法》 规定，游客不良信息保存 1 至 2 年，
会影响到游客再次旅游，严重的甚至会影响到银行
信贷、出境等。

导游须积极劝阻不文明言行

想要文明出游，领队导游应主动宣传文明旅
游，适时引导文明行为，积极劝阻不文明言行。

《导游领队引导文明旅游规范》 对导游领队引导文
明旅游的内容进行了详尽规定，并按照旅游要素的
分类和旅游环节进行了说明：

法律法规：导游领队人员应将我国和旅游目的
地国家和地区文明旅游的有关法律规范和相关要求
向旅游者进行提示和说明，避免旅游者出现触犯法
律的不文明行为。引导旅游者爱护公物、文物，遵
守交通规则，尊重他人权益。

风俗禁忌：导游领队人员应主动提醒旅游者尊
重当地风俗习惯、宗教禁忌。在有支付小费习惯的
国家和地区，应引导旅游者以礼貌的方式主动向服
务人员支付小费。

绿色环保：导游领队人员应向旅游者倡导绿色
出游、节能环保，宜将具体环保常识和方法向旅游
者进行说明。引导旅游者爱护旅游目的地自然环
境，保持旅游场所的环境卫生。

礼仪规范：导游领队人员应提醒旅游者注意基
本的礼仪规范，即仪容整洁，遵序守时，言行得
体。提醒旅游者不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违规抽
烟，提醒旅游者依序排队、不拥挤争抢。

诚信善意：导游领队人员应引导旅游者在旅游
过程中保持良好心态，尊重他人、遵守规则、恪守
契约、包容礼让，展现良好形象。通过旅游提升文
明素养。

针对游客如厕环节的不文明行为，《规范》 还
对导游领队引导游客文明如厕进行了详细的说
明。包括提示游客维护卫生设施清洁、适度取用
公共卫生用品，并遵照相关提示和说明不在卫生
间抽烟或随意丢弃废弃物、不随意占用残障人士
专用设施等；甚至对野外环境下的文明如厕引导
也进行了说明。

（本报记者 郑 彬整理）

为文明游支招

4月 29日晚，在北京打工的张丽收到
这样一条信息：“书香中国 e 阅读开启，
全 民 免 费 读 。 免 费 用 ， 免 广 告 ， 免 流
量！”好奇的张丽根据提示下载了阅读客
户端，并选取客户端首页的一篇长文 《善
行》 读了起来，优美的文字、深刻的寓意
让她忍不住一口气读完了这个文学作品。

“好久没有完整地读过书了，感谢这
个免费手机阅读的活动，让我在打工的空
闲时间还能有机会看书。”张丽告诉 《经
济日报》 记者。日日为生活奔波，没有时
间也没有闲钱去逛书店买书，用手机浏览
网页也要控制费用。

有了这样的免费渠道，张丽终于可以
在闲暇时刻享受一些精神活动，同时，还
可以用手机里的亲子读物给孩子讲故事。

目前，像张丽这样的进城务工人员，
全国共有 2.9 亿。面对这庞大的农民工
群体，如何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培养这
个群体的读书氛围，给他们注入满满的正
能量？

“2014 年我国国民的数字化阅读率已
经达到 58.1%。”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副局长孙寿山介绍，结合当前阅读方式的
变化，为满足农民工群体尤其是新生代农
民工的基本文化需求，总局想到了为农民
工提供免费手机阅读的办法。

4月 28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与
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三大运营
商签署合作协议，正式启动“书香中国 e
阅读”工程。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
托三大运营商利用大数据分析方法界定出

相对明晰的进城务工人员手机用户。首批
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的手机
用户中各自挑选出 400 万、300 万、300
万左右的进城务工人员名单，共 1000 万
左右，通过彩信推送、Wap 网站阅读、
手机阅读 APP 等方式，向其免费推送优
秀电子书刊。

“我们已向 300 万目标用户发送短信，
告知我们的活动内容和参与方式。”中国联
通产品创新部总经理李红五向记者介绍，
联通沃阅读专门为进城务工人员开发了一
款手机阅读软件——全民阅读（联通版），
让务工人员能够享受到随时随地、便捷优
质的阅读体验。该款软件将全程免使用
费、免广告、免流量费用。张丽所使用的正
是联通公司特别开发的这款软件。

“本次活动要将总局面向全国推荐的
优秀书目，以及各手机阅读平台精心遴选
的优秀作品作为推送内容。在内容选择
上，既要考虑农民工群体的文化基础和接
受能力，也要着眼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
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根本目标。”孙寿山说道。

各运营商对免费推送的内容进行了
精挑细选。“中国移动精选了适合目标读
者的优质图书和杂志，既有 《平易近人：
习近平的语言力量》 等宣传党和国家领
导人治国理念的图书，也有贴近生活、
励志休闲的图书和杂志，如 《最美的教育
最简单》《青年文摘》《故事会》 等，同时
还提供了优质的听书内容。”中国移动咪
咕文化科技集团公司董事长刘昕说。

为了使“书香中国 e 阅读”效果最大
化，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将及时汇总三
大运营商提供的用户阅读监测数据，针对
农民工群体看了什么书、爱看什么书、什么
时间看书、有什么体会建议等组织专家定
期评估反馈，并调整书目，以更加契合进城
务工人员的阅读特点，同时加强引导。

书 香 中 国 e 阅 读 启 动 ——

农 民 工 手 机 看 书 不 花 钱
本报记者 李 哲

贵州省黔南州都匀市大西门社区群众
张启贤和付光明两位老人是退伍军人，现
年 80 岁，长期身体不好，却又无钱到医院
检查。日前，他们来到社区的心愿墙上，写
下了到医院进行体检的“微心愿”。

4月 8日，黔南州中医院党委书记杨建
平带领党办同志来到大西门社区，认领了
这两个“微心愿”，并在 4 月 9 日将两位老
人接到中医院进行全面体检。

都匀石板街辖区居民张玉明长期卧病
在床，全家仅靠老伴起早贪黑卖早餐维持
生计。在社区征集居民“微心愿”时，他写
下了“暖风机、保暖袋、书包”的心愿。

1 月 29 日，黔南州特殊教育学校党支
部认领了张玉明的“微心愿”卡；1 月 30 日
一大早，该校党支部书记罗雨莲、校长钟小

蓉亲自把暖风机等物品送到张玉明老伴手
中。数九寒天，暖风机给张玉明一家带来
了温暖，乖巧的孙子也用上了漂亮的新书
包和保暖袋。

今年 2 月，黔南州州直机关工委倡议
开展了以“点亮微心愿、情暖千万家”为主
题的“微心愿”圆梦行动，动员全州广大在
职机关党员到社区、村寨参加志愿服务，帮
助困难群众点亮“微心愿”，争做人民群众
的“圆梦人”，用帮扶真情温暖贫困家庭。

据了解，这是黔南州在贵州省率先大规
模开展的一项爱心活动，主要面向生活困难
的党员群众、留守儿童、空巢老人、残障人士、
下岗工人、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子女等群体。

党员志愿者通过上门走访、入户调查、
现场征集等方式，对都匀市 5 个办事处 25

个社区和同步小康驻村点积极开展“微心
愿”征集活动，对征集到的“微心愿”进行梳
理、核查、分析和汇总，然后按照轻重缓急、
内容时限等要求，将征集到的“微心愿”进
行分类，制成“心愿卡”张贴在“心愿墙”上，
由州直机关党员干部根据自身专业特长、
能力水平及工作职责，认领“微心愿”。目
前，全州已征集微心愿 5 万多个，认领 4.8
万多个，帮助 4.8 万多个困难群众实现了
幸福梦。

据了解，活动实施以来，不仅深受群众
好评，还壮大了党员志愿者服务队伍，形成
了“微心愿”社区（村）滚动征集、媒体定期
发布、党员主动认领、群众及时圆梦的良好
工作机制。

黔南州州直机关党员志愿服务总队队
长张传华说：“志愿者服务是一项高尚的事
业，助人为乐、扶贫济困，是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党员干部通过‘微心愿’圆梦行动，
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
神，用优质的服务和无私的奉献展现了党
员风采，帮助了困难群众。我们要把这项
活动长期地开展下去。”

贵 州 黔 南 州 开 展 帮 扶 行 动 ——

点 亮 困 难 群 众“ 微 心 愿 ”
本报记者 王新伟 通讯员 刘雪红

贵州黔南州州委政研室党员志愿服务队

到长顺县鼓扬镇田哨村开展“微心愿”征集活

动。 本报记者 王新伟摄

今年五一期间，南京中

山陵景区改造了 15 座人流

量大、设备陈旧的公厕，并

在每一个公厕配备了免费厕

纸。3 天假期中，中山陵景

区共用掉 544 卷免费厕纸，

总长度超过 130 公里。景区

相关负责人表示，由于浪费

情况比较严重，今后是否会

继续免费提供不确定。

无独有偶，上海市相关

部门正在考虑在全市 2600

多座环卫公厕免费提供手

纸。静安区一个公厕半年多

试点下来，如厕者每次如厕

使用的卷筒纸长度平均为

1.6米，浪费严重。

免费的厕纸，测出了少

数人修养和公德意识的缺

失。这样的行为不但破坏了

公共秩序，更给公众利益带

来了损失。免费厕纸同时也

测出了我们在公共管理方面

存在的漏洞。为了保证一项

好的政策顺利推行，必要的

管理手段和措施还是要进行

细化，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好

政策能够见到好效果。

针对这样的行为，江苏

淮安把免费厕纸放在了公共

区域，让市民和公厕管理员共同监督，一旦发

现不文明行为，管理员会及时进行劝导。几个

月下来试点的效果不错，不少公厕的厕纸使用

量还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在河北承德，市民在

使用公厕前需要向管理员领取免费厕纸，也在

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浪费现象。还有的城市，在

公共区域提供了擦鞋机、干手器等设施，也在

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市民用厕纸擦鞋、擦手等行

为。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一个人的公德水准

是不能完全靠“管理”建立起来。如果失德的

观念不改变，失德的行为不能得到相应的谴责

和惩罚，那么真正的社会公德就不会重建。

免费厕纸的提供是一座城市公共服务能力

的体现，但就目前多个城市试点的情况看，想

要把这项服务提供好，让更多的市民享受到，

还需要多方努力，共同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