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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义
龙新区顶效镇楼纳村村民吴荣成终于拥
有了自己的小轿车。此前，当村里的道
路还是泥土烂路时，吴荣成进出村的主
要交通工具还只是一辆马车。用近 10
年的时间，吴荣成完成了从“马车夫”到

“私家车主”的转变。这一转变背后的动
力之一，便是浙江省宁波市对口帮扶为
黔西南州带来的“激活效应”。

统计数据显示，1996 年至 2015 年
底，宁波市帮扶黔西南州项目共 1573
个，金额达 5.51 亿元。2013 年至 2015
年，宁波市在对口帮扶上集中资金、突出
重点、帮出亮点、作出示范，共帮助黔西
南州实施对口帮扶项目 230 个，到位帮
扶资金 1.83亿元。

扶产业 推动脱贫致富

“太阳出来喜洋洋,感谢宁波来帮
忙 。 产 业 基 地 建 得 好,家 家 户 户 住 新
房。”这是黔西南州贞丰县者相镇纳孔村
布依族乡亲自编的山歌，表达了对宁波
对口援助的感激之情。

近年来，宁波市海曙区政府、宁波银
行业协会对口帮扶贞丰县者相镇纳孔
村，先后投入 110 万元改造民居 105 户，
让纳孔村的基础设施和村容村貌焕然一
新。宁波市海曙区政府、宁波银行业协
会还先后投资建成李子基地 500 亩、红

心猕猴桃基地 500 亩、车厘子基地 400
亩、特色蔬菜基地 500 亩，引进浙江企业
在村里投资新建了 1 家乡村度假精品
酒店。

曾“锁”在深山老林无人问津的锁寨
村，是宁波市对口帮扶的示范村。村里
广场、长廊、健身器材一应俱全。满山遍
野的五星枇杷、树莓、山桃，把环绕在农
业园区科普馆及四周的荒山变成了果
园。2014 年以来，在宁波市帮扶支持
下，锁寨村先后完成 1800 米进村道路改
扩建、2 座民族特色桥建设和 6000 米园
区生产道路建设，还建成了一座群众休
闲文化广场。

截至 2015 年底,通过宁波市资金和
项目帮扶，黔西南州建成了义龙试验区
千亩杨梅基地、安龙食用菌产业园、晴
隆县草地畜牧业、普安县长毛兔养殖
场、兴义市猪场坪乡万亩核桃基地、贞
丰县黄花梨基地等农业产业基地，通过
扶持优质水果、茶叶、商品牛、商品猪
等产业的发展，有效加快了黔西南州农
村脱贫致富步伐。

兴企业 两地互动共赢

宁波和黔西南州还在园区开发建
设、产业链跨区融合、人才转移培训等方
面擦出了“火花”。2013 年以来，两地签
约的一些项目陆续在黔西南州动工，浙

商与兴义本土商人联合投资 50 亿元共
建了浙兴商贸城项目。宁波市企业家协
会、宁波贵州商会已与义龙新区签订园
区用地 8300 亩，签约资金 52 亿元。意
向签约企业 6 家，中国绿岛南南国际、中
兴新能源电动汽车 2 家企业已入驻。“中
国绿岛·南南国际义龙文化生态创意园”
已正式启动建设。

2014 年，6 家黔西南州茶产业企业
到宁波参加“中国宁波第七届茶艺博览
会”，贵州省安龙县组织了 10 多家食品
企业参加食博会，与宁波相关企业建立
了长期合作关系。安龙县金州蔬菜公司
与宁波飞洪蔬菜基地合作，让当地农产
品进入宁波市各大超市。宁波还利用主
办的大型展会为贵州搭建招商引资和农
副产品外销平台。

在宁波市支持下，2014 年 10 月 16
日,宁波至兴义航线正式开通,目前每周
4 个航班，进一步深化了宁波、黔西南两
地之间的联系、合作与交流，特别是对推
动黔西南州旅游、技术和交通等产业发
展提供了平台和通道。

助文教 育人才强根基

黔西南州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中
心、黔西南州社会福利院、兴义一中教学
楼等一批重大项目均留下了“宁波印
记”。这些年，宁波在黔西南州文化教育

方面共投入 18634.07 万元。其中，学校
建设 15059.12 万元，公用设施 1435 万
元，文教设施 658.7 万元，温暖午餐 151.7
万元，资助贫困学生 1246.29 万元；修建
培训中心 5 个，干部培训 2991 人次，农民
技术培训 21300 人次，安排大学生就业
152 人次，中小学校长挂职 10 人，干部挂
职 33 人，开展劳动力转移培训 2600 人，
接受黔西南州输出劳务 18 批 10000 余
人；医疗投入 2371.97 万元，其中医院建
设 1667.5 万元，医院设施 520.47 万元，
医生培训 150万元等。

通过宁波市牵线搭桥，宁波报业集
团组织开展了“阳光早餐·万人助学”
社会公益活动，62.8 万元“阳光早餐”
爱心捐款安排到黔西南州 10 所学校，
让 4000 余名山区孩子吃上了 1 年的免
费早餐；宁波市 5 批 43 名农业专家、文
艺工作者、青年企业家志愿者赴黔西南
州开展农技指导、献爱心。3 批 12 位农
业专家赴黔西南州，不仅带来了先进的
种植养殖技术，还引进了葡萄、甜瓜等
20多个优良品种；一位宁波籍企业家援
建了中小学校 358 所，资助大中小学生
2725 人，总资助额达 2.7 亿元；江东区
一位退休老人捐出 40 万元，帮助兴仁
县贫困群众引种 20 亩良种香榧；宁波
宏达货柜公司捐赠 100 万元，帮助建设
锁 寨 村 农 业 园 区 科 普 馆 及 相 关 配 套
设施。

山 海 相 望 共 谋 发 展
——浙江省宁波市对口帮扶贵州黔西南州纪实

本报记者 郁进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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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浙江省宁波市对贵州省

黔西南州的产业培育、园区

共建、招商引资等给予持续

支持；两地通过不断改革帮

扶机制、创新合作方式、拓展

合作内容，共同推进了一大

批项目，帮扶工作从“输血”

向“造血”转变，帮扶格局从

政府“单打独斗”向社会多元

帮扶转变，成效显著

△ 宁波报业集团开展“阳光

早餐·万人助学”公益活动，62.8

万元爱心捐款让黔西南州10所学

校的 4000 余名孩子吃上了 1 年的

免费早餐。

▷ 宁波共建的黔西南州义

龙新区示范村——楼纳村新貌。

（资料图片）

从 1997 年 到 2000 年 的 10
余年，她 40 多次往返于福建和宁
夏之间，为的是把福建的资金和
项目带给宁夏人民，将宁夏山区
的子女带出大山。宁夏近年来实
施的“井窖工程”“坡改梯”“移民
吊庄建设”“希望小学”“吸纳宁夏
劳务人员”等百余个协作项目中，
都凝聚着她上山下乡、走村串户
摸底调研所获第一手翔实严谨资
料的心血。她就是原福建省对口
帮扶宁夏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林月
婵。

闽宁协作的火种传递者

1996 年 9 月份，党中央、国
务院作出了东部比较发达的 13
个省市结对帮扶西部 10 个省区
战略部署。同年 10 月份，福建省
委、省政府按照中央东西扶贫协
作的战略部署，成立了对口帮扶
宁夏回族自治区领导小组，林月
婵被任命为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
办公室常务副主任。

1997 年初春，第一次到宁夏
西海固考察的林月婵一行被眼前的情景震撼了：“那里的
学生基本没有教室，老师用树枝在地上写字教学。孩子
衣服上的补丁是打了又打，刺骨的寒风拍打着裸露在外
的胳膊。农民冒着细雨排着长队，只为将筐里的土豆拿
给县里唯一的企业收购⋯⋯”看得越多，心里越不是滋
味。林月婵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为这里的群众做一些
实实在在的事，帮助他们尽快摆脱贫困。

西海固地区幅员辽阔，环境恶劣，人口稀疏。如何
帮？怎样扶？在林月婵一行调研的基础上，福建省很快
确定了帮扶方式、资金数额以及帮扶项目。林月婵说，福
建当时财力不算雄厚，但仍然每年拿出 1500万元作为闽
宁专项资金。“我们决定把有限的资金集中投入到学校、
坡改梯、吊庄（搬迁工程）、菌草等 4 个项目中。”在林月婵
和同事们的推动下，这些项目相继落地并使当地群众得
到实实在在的收益。

扶贫先扶志。人穷志不能短。林月婵在和当地农民
交谈中，发现山里相当一部分青年人由于耕耘无获、致富
无门而在家无所事事。她动起了让他们走出大山到沿海
地区务工就业的念头。但在 90 年代的时候，要改变人们
像大山一样执拗的观念并非易事。林月婵和同事们一方
面走村串户逐户开导，一方面向福建企业介绍西海固群
众的贫困，动员企业参与到改变宁夏贫困山区家庭面貌
的事业之中。终于，在 1997 年 3 月份，西吉县 93 名女孩
告别父母踏上了远赴福建的务工之路，成为宁夏山区第
一批进入福建务工的女青年。两年后，这些从福建回来
探亲的女青年出现在固原街头，她们落落大方地向小伙
伴们讲述着 3000 公里之外的精彩世界。昔日见到生人
连头都不敢抬的山村女娃，用勤劳的双手赚到了祖辈们
想都不敢想的钱。她们用这些钱为父母看病，帮助辍学
的兄妹重返校园。如今，一批昔日的放羊娃成了公司高
管和技术人员，还有一批带着先进的理念回乡走上创业
道路，成为致富带头人。直到现在，这些年轻人依然对林
月婵心怀深深的感念。如今，已有 10 多万宁夏劳务大军
涌入福建，4 万多人在福建稳定就业，成为无数家庭改变
贫困面貌的重要途径。

永做闽宁协作的友好使者

在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办公室的岗位上，林月婵一
干就是 10 多年。许多阖家团圆的日子，她奔波在看望宁
夏贫困群众的路上；无数个节假日，她在飞赴宁夏的旅途
中。直到女儿生第二个孩子，退休后的林月婵终于有时
间陪她坐月子了。她细心地为女儿熬汤，给小外孙换尿
布。女儿哭着说：“妈妈，原来你是爱我的呀！”说起这些，
林月婵禁不住潸然泪下。她说，这么些年了，家务一直是
她爱人在打理，孩子也是他在照顾，我愧对这个家，我要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弥补⋯⋯

2007 年，林月婵从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的工作岗位上
退了下来。因为在东西扶贫协作领域作出了突出贡献，
国务院扶贫办授予林月婵“扶贫创新奖”，宁夏回族自治
区人民政府连续多年聘请她为特别顾问。退休在家的林
月婵心里始终牵挂着那片挚爱的土地。她说，至今还记
得每当福建挂职干部期满回乡时那一幕幕感人的场景：
朴实的宁夏乡亲将大红花系在挂职干部身上，依依不舍
地送了一程又一程。湛蓝的天空和花朵的鲜艳相互映
衬，黄色的土地上留下了一行行深深浅浅的足迹。

正是怀着对宁夏的这份深情，在不久前举行的全国
东西扶贫协作座谈会和闽宁互学互助对口扶贫协作第二
十次联席会议期间，林月婵不顾年迈多病，腿脚不便，依
然应邀到宁夏出席相关活动，赶赴山区看望贫困群众，为
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穿针引线，建言献策。她说，只要健康
允许，我愿意永远做一名闽宁协作的友好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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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场村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伏牛山深处的一个穷山村，离最近的集镇
也有 16 里路程。但是，“贫在深山有远
亲”，这不，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来了，
不仅给贫困家庭的孩子们捐资助学，还给
石场村捐赠电脑 7 台，帮助村民通过电脑
和互联网与山外沟通信息。

2012 年，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来
到嵩县定点扶贫，在最短的时间内，摸清
了嵩县革命老区贫困村的缺水、缺电、缺
路情况，并迅速制定了逐村脱贫的帮扶计
划：每年集中扶贫资金帮助一个村，为村
里建设吃水工程、排污工程、道路硬化工
程和亮化工程，捐建节能爱心幼儿园、节
能小学及文体活动广场，确保该村基本
脱贫。

石场村是今年的重点帮扶村。中国
节能环保集团公司派遣员工卢迪到石场

村担任第一书记。卢迪长期驻守村里，调
研贫困原因，制定致富大计，为村里修路，
购置水泵，帮助贫困村民办理金融扶贫贷
款，发展禽蛋养殖业。今年，集团已为石
场村投入 50 万元修路、修井，还安装了
20台太阳能路灯。

每年 8 月初，高考发榜时节，集团都
在嵩县一中举办捐赠仪式，目前已有 300
名贫困学生得到捐助。去年 8 月份，嵩县
一中吕艳艳同学接到华东理工大学社会
工作专业录取通知书。高兴之余，全家又
开始为学费发愁。吕艳艳的奶奶偏瘫多
年卧床，爸爸肾脏刚做手术，妈妈体弱多
病，一家人生活都成问题，哪里还有钱供
一个大学生呢？就在吕艳艳几乎绝望的
时候，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扶贫干部为
她送来了学费，帮她圆了大学梦。“我们在
调研中发现，嵩县教育质量较高，每年过

大专线考生占总数的 90%，过本科线考
生占总数的 50%，但是由于贫困，每年有
50%以上的农村学生要负债上大学，因学
致贫、因学返贫现象突出。”中国节能环保
集团公司董事长王小康说。于是，中国节
能与嵩县扶贫办、教育局共同研究，制定
了《“圆梦大学 放飞希望”公益助学项目
实施方案》，决定从 2014 年开始，每年拿
出 50 万元，寻访 100 名考上大学却因家
境贫困支付不起第一年学费的贫困学生，
每人资助 5000 元钱。中国节能动员全
体员工积极捐款，共募集助学启动资金
86万元。

除了物质帮扶，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
司还积极推进产业扶贫。例如，公司成立
了以董事长为组长、党委书记和总经理为
副组长的援疆援藏援青工作领导小组，在
新疆和青海地区设立多个项目公司，将新

材料、新技术、新机制引入当地，大力推动
新能源和清洁能源的利用。

青海省治多县地处青藏高原腹地，平
均海拔 4500 米以上，该县藏族人口占到
96%，牧业人口占到 86.91%。由于自然
条件严酷，生产力水平低下，这里属典型
的“少、边、穷”地区。多年来，中国节能环
保集团公司积极参与建设治多县的水电
项目和离网式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为当
地产业扶贫做了大量工作。

从一组数字可以看出中国节能环保
集团扶贫力度之大：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
有限公司在新疆、青海、甘肃藏区先后投
资项目 9个，总投资达 80.89亿元。其中，
新疆投资项目 7 个，投资总额 67.44 亿元，
已完成投资额 38.44 亿元；青海德令哈项
目投资近 10亿元；甘肃藏区共投资项目 1
个，投资总额 4.4 亿元，已完成投资约 3.4
亿元。中节能向新疆西藏青海地区外派
干部 3 名，在当地聘用员工 270 名。中节
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在甘肃、青海、宁
夏、新疆、内蒙古等 18 个省份建有光伏电
站项目，截至 2015 年底，电站总装机规模
为 2.3 吉瓦，其中仅新疆就有 440 兆瓦。
2015 年 ，仅 新 疆 光 伏 扶 贫 项 目 就 发 电
2.50 亿千瓦时，按每千瓦时 1 元的上网电
价计，可为新疆贫困群众增收 2.50亿元。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

“输血”“造血”双管齐下
本报记者 黄俊毅 冯举高

8 月 28 日，四川泸州市龙马潭区金龙镇雪骡村大学

生村官夏中飞（左一）、毛正意（中）在葡萄园查看葡萄长

势。为了深入推进精准扶贫，该区数十名大学生村官利

用自身文化优势，纷纷放弃休息时间走进田间地头，指导

农民科学发展经济产业，确保群众脱贫致富。

刘传福摄

目 前 ，我 国 将 农 民 人 均 年 纯 收 入

2300 元（2010 年不变价格）作为国家扶贫

标准。综合考虑，这个标准是合理的。但

社会上也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比如有

人不考虑基准年后的物价变化等因素，直

接用 2300 元与汇率折算，误认为我国扶

贫标准每人每天生活费仅 1 美元左右；有

人用 2300 元与发达国家上万美元的贫困

线直接对比，认为我国 2015 年 5.7%的贫

困率比发达国家 15%左右的贫困率还低，

不真实；有人认为“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

贫”后，就没有贫困问题了。因此，精准扶

贫需要精准理解贫困标准。

比较世界各国的贫困标准，可以看

出，各国贫困标准的制定，综合考虑财力、

收入水平、生存需要等因素，因国情不同

而标准各异。其中，既有绝对贫困又有相

对贫困，而且标准是动态调整的。前者指

难以维持基本生活，后者指无法过上大多

数人的生活。绝对贫困可以消除，相对贫

困长期存在。如美国、日本、欧洲主要发

达国家等已消除绝对贫困，但相对贫困率

仍高达 15%左右。各国贫困标准随着经

济社会发展不断变化，考虑因素越来越

多。多数国家定期调查，适时调整贫困标

准。贫困测度从单维转向多维，开始时以

食品需要为主，后来增加了住房、教育和

交通等需求，现在一些非收入和消费支出

也被纳入。

综合比较国际国内贫困标准，可以

看出：第一，现行标准符合国情与承受

能力。我国制定的贫困标准，充分考虑

了财力和扶贫目标群体。我国已经基本

消除 1978 年标准和 2008 年标准的贫困人

口，现行标准能基本保障贫困人口“两

不愁、三保障”，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要求总体相适应。第二，我国贫困标准

正与国际标准逐步衔接。2015 年我国实

际贫困标准已经达到每人每天生活费约

2.12 美元，已高于 1.9 美元的国际绝对贫

困标准。第三，不论国际贫困标准还是

我国贫困标准，都是不断调整的。世界

银行的绝对贫困线公布了 4 次，从 1990

年的每人每天生活费 1.01 美元，调整到

2015 年的 1.9 美元。我国贫困标准调整

了 3 次，从 1986 年的人均年纯收入 206

元 调 整 到 2001 年 的 865 元 、 2010 年 的

2300 元。第四，适时调整标准，既利民

又利国。标准改变是为了人民受益，如

2011年就多覆盖了 1.4亿人。

由于我国人均 GDP 已达 7800 美元，

属中上等收入国家，世行推荐我国使用发

展中国家 3.1 美元的一般贫困标准。笔者

认为，下一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贫

攻坚任务完成后，可逐步与此国际一般贫

困线接轨。但是如果 2020 年我国的贫困

标准实现接近 3.1 美元国际贫困线目标，

就需要今后 5 年年均增长 7%左右。考虑

到物价变化等因素，过去 4 年我国贫困标

准年均增速仅为 3%。因此，需要逐步将

贫困家庭一部分必要的发展需求纳入计

算范围。建议国家鼓励有条件的地区依

据物价上涨和贫困家庭发展需求，逐步公

布更合适的标准。

精 准 理 解 贫 困 标 准
杨正位 马海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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