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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太行山变成绿色聚宝盆
本报记者 雷汉发 通讯员 闫 锐

八百里太行纵贯河北，高山绵延不
绝。虽山川雄伟，却因基础设施薄弱和经
济发展滞后成为河北省扶贫攻坚的主战
场。近年来，河北省将山区扶贫纳入京津
冀协同发展大背景中，通过打通交通经
脉，实施绿色攻坚和山区产业综合开发，
打造山区经济增长极，加快山区群众脱贫
步伐。

3个500公里开通致富路

从河北省唐县县城出发，驱车向西北
方向，一条刚完工的公路自山脚蜿蜒而上。

“这条公路不仅使唐县西北地区 7 个
乡镇、20 多万百姓摆脱了颠簸的沙石路，
还吸引了北大未名生物工程制药集团有
限公司前来投资。”唐县交通运输局副局
长许东林介绍，在该路沿线的军城镇和石
门乡，一座投资 120 亿元、涵盖中药材产
业基地、养老社区等项目的生物经济示范
区已启动规划建设。

脱贫攻坚，先要找准穷根儿。太行山
区经济远远落后于河北省平均水平，“路
难走”是制约其发展的瓶颈之一。在河北
西部和北部，太行山脉、燕山山脉地势复
杂，基础设施落后，道路不通或损毁现象
严重，造成地区内老百姓生产生活和农产
品运输不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河北的
短板和难点在山区。”河北省委书记赵克
志表示，必须补上这一短板，大力实施交
通道路建设，促进山区经济发展，带动贫
困地区脱贫致富。

从解决群众出行难入手，“十二五”时
期，河北省实施通村沥青（水泥）路建设以
及断头路、瓶颈路、年久失修路和危桥

“三路一危”集中改造工程，投资 23.4 亿
元，完成县乡公路改造约 671.9 公里，建
制村通油（水泥）路 1457 公里。2013 年
11 月，全省最后 289 个建制村通沥青（水
泥）路，实现了建制村通沥青（水泥）路率
100%和通客车率 100%的“双百”目标。

要想富先修路。没有路，外面的生产
要素进不来，山里的资源产品出不去，山
区经济发展就无法迈出大步。河北省明
确，下一步将重点实施太行山高速新建
480 公里、山区国省干道 500 公里、山区
县乡公路 500 公里等 3 个“500 公里”建
设。到 2020 年，力争实现重点沟域外联
通道和内部道路全面建成，县、乡、村及沟
域经济发展区域、景区、产业园区的道路
通达，山区路网结构和质量明显提升。

纵贯太行山区、与京冀相接的第 11
条 高 速 大 动 脉 —— 太 行 山 高 速 ，已 于
2015 年 11 月开工建设。这条长 680 公
里的高速路起自张家口涿鹿县，北连北京
门头沟，经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
的 17 个县（市、区），覆盖河北省全部太行
山革命老区，辐射面积约 2.6 万平方公
里，涉及人口约 741万。

“这将是一条作用巨大的扶贫致富
路。”河北省交通厅厅长高金浩表示，太行
山高速路 2018 年建成通车后，将直接连
接包括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涞源白石
山、武安太行奇峡谷等 4A 级及以上景区
53 个。业内人士预计，届时，太行山区游
客数量将大幅增加，可有效带动山区群众
致富。

“靠山吃山”变“养山富山”

九亩沿原本是涞源县走马驿镇花园
村的一座秃山，在造地兴水之后，种上 50
多万株核桃树，成了国家级万亩核桃示范
园、百姓脱贫致富的“小银行”。

“山区的优势在山，希望也在山，要坚
持靠山养山，养山富山，只有这样，绿水青
山才会变成金山银山。”河北省林业厅党
组书记周金中表示，坚持生态优先，把植
树造林、生态修复与特色资源开发、特色
产业培育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有力促进群
众脱贫致富。

按照中央关于河北在京津冀协同发
展中“三区一基地”的功能定位，河北省西
部和北部山区是构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
撑区的主战场。燕山、太行山区生态环境
破坏严重，森林覆盖率只有 34.8%，其中
太行山区仅为 25.9%，生态修复任务艰巨
而紧迫。

加快山区综合开发，大力实施山区生
态环境修复工程，让“靠山吃山”向“养山
富山”转变。经过近 10 年艰苦鏖战，内丘
县岗底村 7800 亩荒山如今林果满园，15
万株果树成了村民致富的“聚宝盆”。“将
来我们还要发展廊道经济，以几千亩苹果
园为依托，在盘山路两侧种上葡萄、核桃、
药材。”村党支部书记杨双牛打算把荒山
变成一条景观长廊，游客既能欣赏美景，
又能采购各种山货。“到 2020 年，全村人
均收入要再翻番，达到 6万元以上”。

找到正确的思路，才能释放巨大的潜
力。据统计，河北 25 度以下山坡与丘陵
接壤地区土地面积有 2290 万亩，其中绝
大部分没有开发，已经开发的土地还有
51.4%的土地种植玉米、小麦、高粱等传
统低效作物，每亩收益不足三五百元，调
整农业结构的空间很大。如果全部种上
特色优质林果，加上发展林下经济，每亩
如果按投入 3 万元计算，可增加社会投资
6000 多亿元，而每年可以增收 2000 亿
元，既做到了扩大内需，又扩大了生产；既
改善了区域生态环境，又带动农民脱贫致
富。可谓一举四得。

立足资源优势，一条生态产业化、产
业生态化的山区致富路正在形成。“十三
五”时期，河北省把太行山绿化作为实施

“绿色河北攻坚工程”的重中之重，计划 5
年内完成 1480 万亩山地绿化任务。周金
中说，与此同时，他们还会重点培育发展
特色种植、优质果品、休闲旅游、观光农业
等，建成一批规模化、专业化的绿色生态
农业基地。力争到 2020 年燕山、太行山
区森林覆盖率达到 43%。

被誉为“太行山最绿地方”的邢台县
前南峪村已尝到了甜头。自上世纪 60 年
代至今，全村绿化荒山 8300亩，并结合化

石谷、练胆峡等自然景观和抗大遗址，将
美丽田园变身美丽经济。村党委书记郭
天林介绍，2015 年全村旅游收入已超过
1000万元。

提供脱贫长久支撑

近来，河北省矿产大市沙河出现一种
新现象：19 名矿老板弃“黑”转“绿”，不再

“坐吃山空”，而是主动在太行山上搞起现
代农业开发。

沙河市白塔镇张下曹村那道原本寸
草不生的红石沟，如今松柏、核桃遍布山
腰，樱桃、蓝莓覆盖山脚。承包开发了这
2 万亩荒山的煤老板张保国，对于从“挖
山”到“治山”的转变很有信心。“从樱桃到
蓝莓，我们种植的都是高效作物。单拿矮
化密植苹果来说，种植后第二年就能挂
果，亩产可达 2500公斤以上。”张保国说，
他们正在建设花青素提取工厂，单这一项
就能实现年利润 7000万元。

“新的山区开发正在呈现规模化、融
合化趋势，‘第六产业’初现端倪。”河北省
扶贫办主任魏存计说，为加快山区群众脱
贫步伐，河北重点探索实施了政府主导
型、企业大户开发型、股份合作型、统分结
合型 4 种模式，积极引入社会资本，通过
现代产业模式把沉睡的荒山唤醒，成为贫
困群众增收的新增长点。

近日，记者来到曲阳县采访发现，植
被稀缺的荒山上种上了“太阳”。“荒地荒
坡以前种啥都不长，自垦地也只能望天
收，1 年下来种子钱不赔就算赚了。”曲阳
县齐村乡五会村村支书李连香告诉记者，
自从三峡新能源公司投资在这里的荒坡
上建设光伏电站以来，村民一年四季擦洗
光伏板、秋天上山打干草防火，一天能赚
80 元，很多在外打工的村民听到消息都
回来了。

太行山变成“太阳山”，由于社会资本
进入，光伏产业为山区农民带来致富希
望。魏存计介绍，河北省山区适合发展光
伏太阳能的面积达 240 万亩，如果能开发
出一半，光伏发电总量就能达到 3000 万
千瓦，产值达 5000 亿元。“如果有建设条
件的山区农户都发展屋顶分布式光伏发
电，每户可增收 3000多元。”

正是看到山区综合开发的广阔前景，
社会资本参与、一二三产业融合的“第六
产业”蓬勃兴起。据测算，开发一亩山地
累计投资大约需要 5 万元左右，河北未开
发利用山地约 5000 万亩，如果将其中三
分之二的近期可开发利用山地开发出来，
就需要投资 1.5万亿元。

这将是带动山区群众脱贫致富的长
久支撑。2015 年 11 月，河北省全面打响
山区综合开发攻坚战，集中力量打造特色
农业产业带、绿色能源产业带、旅游休闲
产业带、美丽乡村示范带、生态支撑带山
区综合开发“五带”新格局。

如今，核桃、苹果、板栗、食用菌、枣、
中药材 6 个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已经成立，
研发、引进和推广新技术 150 项，在太行
山区因地制宜建设 1000 多条经济沟和
经济带，打造出富岗苹果、绿岭核桃、浆水
板栗等全国知名品牌，涌现科技型龙头企
业 1408 家，其中 35 家企业年销售额超亿
元 。 在 这 些 产 业 的 带 动 下 ，2011 年 至
2015 年，燕山、太行山特困区 146 万贫困
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发生率由 33.7%下降
到 18.1%。

到 2020 年，太行山区将打造成河北
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山区农民收入明显
提高，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张保国坚信，
未来的太行山将是一条生态安全带、绿色
产业带、农民致富带。

今后 5 年，河北省面对

严峻的减贫任务，脱贫目标

为 310 万人。其中，燕山—

太行地区作为国家连片特困

地区，涉及 22 个县，125.7 万

人，是河北省扶贫对象最多、

贫困发生率最高、脱贫工作

难度最大的地区。河北省确

定的目标是，用 3 年时间，即

到 2018 年，基本消除现行标

准下的贫困；再用两年时间，

即到 2020 年，解决剩下的贫

困问题，巩固提高扶贫工作

成效。难啃的硬骨头，需要

脱贫新思路

挺拔的翠竹在山间随风摇曳，叮咚的
泉水汇入小溪在我们身边欢快地向前奔
涌。顶着淅淅沥沥的春雨，采访车在蜿蜒
曲折的 660 县道疾行，我们的目的地是福
建长汀县禾生村。

禾生村距离县城有 30 多公里，这个
有着 1100多人的村子是龙岩市的市级贫
困村。2011 年以前，由于自然条件落后，
地理位置偏僻，村民除种植水稻之外，几
乎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年轻人大多去外地
打工挣钱，留下年迈体弱的老人和妇孺儿
童在家务农，日子过得相当清苦。

40 多岁的陈兴武是国网长汀县供电
公司调控中心的党支部书记。2011 年 1
月，他作为公司派驻禾生村的村支书来到
这里开展结对扶贫。

“刚来的时候，觉得要做的事情实在
太多，一时不知道该从哪里入手。”陈兴武
说，他请村里的老支书童作福带着他进山
入户，挨家走访村里的贫困户。8 个村民
小组走下来，他有了主意：这里山清水秀，

自然禀赋不差。主要困难是电力设施不
完善，通往外界的道路太糟糕，加上缺少
好的项目，村民要摆脱贫困自然是难上
加难。

拿定了主意，陈兴武马上行动起来。
禾生村的山坳里有几块连片的荒

地，山高地瘦，道路崎岖，村民们都不
去耕种。陈兴武和童作福一路走一路
看，发现一股清澈的山泉水自上而下缓
缓流过。陈兴武灵机一动：“能不能用山
泉水修一个阶梯式的鱼塘养鱼呢？”童作
福大腿一拍说：“是啊。这股山泉水常年
不枯不断，水质非常好，用来养鱼是再
好不过了。”两个人蹲在地上算起了账：
这几块荒地可以整出大约 70 亩鱼塘，能
养 10 万斤左右的草鱼，按正常市价 5 元
1 斤计算，每年能有 50 万元左右的收
入，扣除各项成本，每年 20 万元利润不
成问题。

说干就干。俩人一边寻找建设鱼塘
的启动资金，一边挨家挨户征求意见。资

金从社会上找到了，村民的意见也很一
致，但另一个难题又摆在面前：山坳里没
有电，投料机和增氧机动不了；进山的路
崎岖不平，必须把路面硬化，这样运输车
辆才能进出。陈兴武利用自己的优势资
源，先从县供电公司争取了 120 万元专项
资金修建供电线路，又想方设法筹措资金
修建了 7.6公里的水泥路。

斩草、修路、挖塘、引水，村民们日夜
鏖战。100 多天后，4 片阶梯式鱼塘建成
投用。望着清澈的山泉水哗啦啦地流进
鱼塘，村民们兴奋不已，“过去住在山沟沟
里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下派干部帮我们做
到了。有了鱼塘，我们村里的老年人可以
享清福喽”。

“这 4 块鱼塘需要几个人管护？”在长
汀县童坊村福兴养殖场的匾额前，记者问
童作福。

“现在只要一个人就管得过来。”刚从
村支书位置上退下来的童作福说，他现在
每天的工作就是定时来鱼塘开动增氧机

和投料机，开春后每天上山割草喂鱼。说
话间，童作福把一桶鱼料倒入投料机，眼
看着黑黝黝的鱼群蜂拥而至，每一条都足
有两三斤重。“再过几天，等鱼价好一些的
时候就可以上市啦。”童作福乐呵呵地说，
最开心的事就是每天看着这些鱼慢慢长
大。他说，有了养鱼的经验，村民们准备
再大干一场，现在，他们在山的另一侧又
投资 200 万元开辟了 200 亩荒地建设鳗
鱼养殖场，今年冬天就可以投放第一批鱼
苗，预计年产可达 200 吨，产值能达到
1000万元。

看着鱼塘里欢快游动的鱼儿，听着童
作福兴奋地描述禾生村的未来，记者心中
充满感动和欣慰。“对许多地处深山的贫
困村来说，‘精准扶贫’就是要因地制宜、
因村制宜、因户制宜地找出贫困原因，选
准选好选对扶贫项目，以较小的代价和投
入实现快速脱贫和长期致富。”龙岩市供
电公司党委书记蒋木春说。据介绍，龙岩
供电公司这些年在不断加快农村电网改
造的同时，把挂钩帮扶、对口扶贫当做一
项社会责任，实实在在地帮，真真切切地
扶，让贫困乡村看到了希望。陈兴武帮扶
禾生村的 3 年，村里的人均收入从 2900
元增长到 6300 元，村财政从过去的赤字
变成现在的盈余 15 万元。可以预想，随
着鱼塘进入丰产期和乡村旅游项目的启
动，这个村再过几年将会成为长汀县的富
裕村。

泉 水 叮 咚 富 农 家
本报记者 石 伟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江苏华
西村以“最先富起来的小康村”而
闻名天下。然而，谁也想不到那
里的致富带头人吴仁宝会将 20
万元投到银川北端的一个与其同
名的小村落，将西海固数百户贫
困群众迁移至此，建起了宁夏“移
民第一村”。

20 年过去，这个当初“三块
石头垒个灶”的小村落，已从年人
均收入不足 600 元增长到过万
元。翻天覆地的巨变背后，致富
秘籍是什么？

拔穷根 改变环境第一步

“孩子们都找到工作了，俺
自己也买了车搞运输。”走进华
西村二组居民张学文的家，只见
干净整洁的院子里种着蔬菜、果
树，屋里是一应俱全的现代化设
施，全家五口人住在 300 平方米
的新房子里，过着城里人都羡慕
的生活。在张学文看来，现在的
日 子 可 是 搬 迁 之 初 想 都 不 敢
想的。

张学文是最早一批搬迁移
民。“刚来那会儿，肚子能吃饱，环
境受不了。”用他的话说，当时这
里隔三岔五就黄沙蔽日，环境极
其恶劣。村里人编了个顺口溜：

“吃的是救济粮，穿的是捐赠衣，
喝的是地表水，住的是帐篷房，三
石垒起一个锅⋯⋯”

“既然咱们已经搬出来了，就不能走！一定要奋斗出
个结果来。”面对村民的困惑，华西村党支部书记秋万全
站了出来。秋万全告诉记者，宁夏华西村发展的第一步
就是从改变环境开始的。

当时，全村大动员，开始修路、植树、挖渠。一番辛苦
下来，肆虐的风沙少了，白色的盐碱也退去了，有了如今
道路平坦、树木成荫、土地肥沃的现代新农庄。

来之不易的新环境让村民们极为珍惜，大家自发护
路，看到哪儿脏了，就拿起扫把扫干净，看到石子和纸片，
也要拾起来带走。

要致富 找准产业选对路

如果说改变生态环境靠吃苦肯干就行，那么，想要致
富，非得洗脑充电不可。

“那些年我们村干部经常去江苏华西村，去一次脑子
便能装很多东西。”村党支部副书记任炳升说：“致富的路
子在哪儿？发展什么产业最合适？走内蒙古、去东北、跑
山东。最后村干部们认定，发展养殖山东的小尾寒羊。”

没有资金，筹！几个村干部东挪西凑了 800元，又借
了 1500 元。然后租了一位村民的两间房，办起培训班。
尽管全村只有 7 名党员，但“三会一课”制度始终坚持，组
织村民学政策、学技术、学管理等。

村民赵国柱很快进入状态。“我是小学文化，开始很
吃力，后来干脆买了几本养殖方面的书籍，边学边实践，
几乎吃在羊圈，睡在羊圈，终于掌握了现代优质品种的喂
养、繁殖、防病等一整套技术。”截至去年底，赵国柱家肥
羊年出栏量达到 3000余只，年收入达 20多万元。

现在，村里五分之三的人像赵国柱一样发展养羊，五
分之一的人种植枸杞，还有五分之一的人贷款买车发展
运输物流产业，都干得红红火火。

奔小康 富带贫无人掉队

随着华西村日新月异的发展，一部分村民过上了好
日子，还有一部分村民依旧生活贫困。

2010 年起，全村启动实施“百富带百贫”工程。村里
引导 429 个富裕户与 573 个贫困户结成帮扶对子，村互
助社给予资金扶持，让致富路上的村民“一个都不能少”。

在这项工程的推动下，村上种植大户贾玉卿与张时
兵、张军队、王自强等枸杞苗种植户结成对子，带动户均
年收入达到 6 万元；劳务“领头羊”胡田田帮带梁让多、谭
登东搞劳务致富。此外，村里还成立了“党群共富联合
体”，带动村民走向联合共富。

村民富了，村集体的“口袋”也要鼓起来。华西村党
支部带领村干部赴贵州和江苏考察学习，去年 3 月利用
980 亩流转土地建起开心农场。“村上流转了农民土地发
展现代农业，让村民可以打工收租两不误。”华西村“大学
生村官”徐映霞告诉记者，现在每逢周末，都会有许多城
里人来到华西村当“农夫”体验农家生活。

“以前我们是空壳村，但截至去年底，村集体收入已
经达到 100万元。”秋万全高兴地说。

宁夏

﹃
移民第一村

﹄
的致富秘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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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毅报道：陕西省首个精准扶贫大数
据平台日前在商洛市洛南县正式上线运行，这标志着当
地精准扶贫工作实现了精细化管理、动态化监督、科学化
评估。

据介绍，大数据平台由洛南县政府和甘肃万维集团
联合打造，集数据采集、统计、分析、展演于一体，由县精
准扶贫大数据中心、镇精准扶贫工作站、村精准扶贫工作
室三级构成，分为信息管理中心、投诉受理中心、评估考
核中心、工作展演中心四大板块，主要承担数据分析、投
诉受理、信息管理、脱贫评估等功能。

“大数据平台是精准扶贫工作的指挥部和神经中
枢。”洛南县委书记璩泽涛表示，大数据平台是采用大数
据技术采集、比对相关信息，将所有的贫困数据向社会公
开公布，接受社会监督，让扶贫工作更加公开化、透明
化。通过大数据平台可以对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状况及
扶贫项目进行实时在线监测。同时引入第三方评估机
构，对扶贫干部实施动态管理，对扶贫工作进行实时跟
踪，对扶贫成效进行科学化评估，为制定科学扶贫政策提
供数据支撑。

下一步，洛南县还将采用大数据技术，实现民政、卫
计、公安、人社、房管等行业数据共享，全面、实时、动态地
掌控扶贫项目实施与资金使用情况，保障财政专项扶贫
资金安全、有效地运行，最大程度发挥扶贫资金的使用
效益。

②

陕西:

首个扶贫大数据平台建成

曲阳县植被稀缺的荒山铺上了光伏板。2012 年以来，曲阳县先后与中电投、

长江三峡、英利等多家企业签订 1200 兆瓦的光伏产业发展协议，总投资超 100 亿

元。据测算，仅中电投资的 300 兆瓦光伏电站建成后，年产值就可达 4.48 亿元，可

使当地 16个村 1.8万贫困人口受益。 本报记者 雷汉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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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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