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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兰河畔黑龙江省绥化市庆安县以
绿色水稻生产闻名全国。近年来，全县
推广农民致富“一百招”，去年农民人均
收入达到1.2万多元。但与此同时，当地
村集体收入却没有大的突破，全县村平
均债务 149.5 万元，债权 227.4 万元，成
了庆安县经济发展的“软肋”。

庆安县委书记李英男在实地考察时
发现，庆安农村沟筒子、壕边子、河套子、
渠沿子、地头子、路边子、屯头子、坝楞
子、泡边子、坐塘洼子这些农村废弃土地
的所有权多属村集体，实施“十子荒地插
柳”，不但修复生态，还能为村经济创收。

选择插柳富村

纵目远眺，庆安县绿柳万丛，摇曳成
景。据了解，目前全县已插柳1.36万亩，
新拓待插地块 8.14 万亩，现正插地块
3.58万亩，3年内将完成插柳20万亩。

50年前，庆安县遍地柳条丛，绿荫乡
野，而今，随着土地持续开垦，昔日柳条
丛变成百万亩良田，却因不重视生态保
护，大地渐渐裸露出一块块“土斑”。庆
安县久胜镇久佳村农民于水告诉记者，
他种植的水稻地全部位于呼兰河南岸，
每年汛期前，都要组织临近 25 户稻农在
河堤外修筑拦水堤坝 2300 延长米，所用
费用就得1.7万元。汛期风沙肆虐、流冲

水浸，拦水堤坝不得不每年重新修筑。
今年春季，偶然看到有人在河堤上插柳，
他们受到启发，主动联系村里，无偿出让
堤坝，供村里统一插柳，25户村民还主动
进行管护。现在，这些柳树已经扎根抽
枝，堤坝再也不用重筑新修，不仅保护农
田，柳丛还能涵养水土。

柳树具有适应性强、成材快的特点，
可一次种植反复采伐。庆安县有着广泛
的家庭柳编手工业基础。于是，全县结
合绥化市呼兰河流域综合开发战略，实
施了源头、生态、资源、旅游、工程、产融

“六大开发”，承前启后创新“插柳富村”
模式，带动关联业态发展，插柳成为农民
增收的新渠道和解决庆安县村集体经济
捉襟见肘现状的新路子。

插柳能否成荫

插柳能否成荫？关键在于能否创造
市场需求。庆安县引进大型吃配型企
业，将政策、环境、地利、技艺等要素整合
起来，积极创造市场需求。

庆安县柳编历史悠久，民间柳编技
艺精湛，产品畅销。用于柳编原料的麻
柳每吨1200元，亩产出可达6000元；红
柳每吨 800 元，亩产出可达 4000 元，而
编成品的价格却还能翻几倍。庆安县县
长李立新告诉记者，柳编艺术品市场前

景看好，“我们要把全县柳编老艺人的技
艺传承下去，打造好柳编产业并延长循
环经济产业链。”

生态立县发展循环经济产业，是近
年来庆安县发展生态效益型经济的主要
方向。目前全县已建成国能发电、银泉
造纸等三家生物质企业。其中，国能庆
安生物质发电有限公司是庆安招商引资
企业，也是东北首家以林木废弃物为主
要燃料的热电联产项目。过去，原料都
要去绥芬河、佳木斯等地采购，因路途遥
远，生产成本较高。“插柳富村”工程无异
于“雪中送炭”，公司总经理张文善说：

“庆安就地提供原料，减少了运输成本，
也盘活了企业。在原料充足的情况下，
我们将开始二期工程建设。”

柳荫惠及百姓

“有心插柳方成荫”。插柳成荫真的
惠及了百姓。据介绍，目前庆安县 93 个
行政村平均债务 149.5 万元。计划三年
时间把“十子荒地”插柳成荫，预计总面
积 20 万亩，平均每个村超过 2000 亩。
柳树薪炭林三年为一个采伐周期，每村
每年插柳 700 亩，形成采伐梯次，这与国
能生物发电年消耗量相匹配，第三年末
实现效益，平均每个村收益 130 多万元，
可基本还清债务，第四年每个村可进“活

钱”100 万元以上，且今后每年每村都将
有 100 万元以上收益进账。目前，庆安
县同乐镇同兴村 180 亩柳树薪炭林已可
采伐，价值 30 多万元；勤劳镇曙光村也
有60亩柳树薪炭林可采伐，价值10多万
元，这两处收益都纳入村集体经济账下。

“插柳富村”对村公益事业、民生工
程、扶贫救助、富民增收等带动作用巨
大。同乐镇同兴村属县级贫困村，过去
负债 60 多万元，干部们说话不信发号不
灵，村民们牢骚不断。这两年“插柳富
村”发展到 800 多亩，今年通过插柳村集
体收入 30 多万元。今年初，村里争取到
一条2.5公里水泥路修建指标，全部由村
集体支付。目前，路已经畅通，村民的心
气也顺了，村干部们说话办事的底气和
带头致富的信心更强了。

“插柳富村”为农民增收带来新路
子。发展乡发明村 63 岁的五保户高明
和左腿残疾，一直靠低保生活。今年春
季，村里让高明和教另外几户有劳动能
力的贫困户剪穗、插柳，并让他们组成了
看护队，对新插柳林进行管护，赚到双份
工钱，他心里的高兴劲儿就别提了。

“插柳富村”还促使庆安向生态效益
型农业转型。成千上万处柳丛涵养水
土、增肥地力，150 万亩水稻平均亩产千
斤以上。“庆安大米”闻名全国，每斤多卖
5角钱以上，农民年均增收千元以上。

庆 安 寻 求 早 日“ 庆 富 ”
——黑龙江省庆安县实施荒地插柳为村集体经济创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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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广西百色市扶贫办公
室时，记者发现，除了几名留
守的工作人员，扶贫办的大多
数人都下基层去了。他们干什
么去了呢？市扶贫办主任乃尚
权说，下乡暗访“三双”落实
情况。

乃尚权说的“三双”即
“双承诺”“双认定”“双确
认”精准扶贫工作模式，着力
解决脱贫攻坚工作中谁要脱
贫，怎么脱贫，谁来帮、帮什
么的问题。

革命老区百色市位于滇黔
桂 集 中 连 片 贫 困 地 区 ， 集

“老、少、边、穷、库”为一
体，是广西贫困面最大的市，
也是广西扶贫攻坚的主战场。
百色辖12个县 （市、区），其
中有 9 个国家级贫困县，2 个
自治区级贫困县，1 个天窗
县，目前还有 68.2 万贫困人
口，17.25 万贫困户，754 个
贫困村。在 2016 年，广西对
百色的脱贫摘帽工作任务是 2
个县区摘帽，112 个贫困村出
列，20万贫困人口脱贫。

面对如此重任，百色市如
何实现突破？答案就是“三
双”精准扶贫工作模式。

平果县新安镇坡南村杨美
清家里有四口人，父母生前先后患癌症，医疗费欠款达十
多万元。“以前看到钱赚得少，还有十多万元没还，觉得自
己家的贫困情况根本没法改变了。”杨美清说，“现在签了
承诺书，不仅得到帮助，还给了我脱贫的信心。”

7月份，杨美清的丈夫许建安和对口帮扶干部王华
签订了 《帮扶承诺书》、《脱贫承诺书》。“签了承诺书，
我就有责任帮助他们在今年脱贫。”王华说。

“双承诺”包含 《帮扶承诺书》 和 《脱贫承诺书》
两部分内容，承诺书签订后，一方面进一步明确了结对
帮扶干部的责任，有效避免了干部结对帮扶走过场、形
式化的问题；另一方面转变了贫困群众思想观念落后、
发展信心不足、“等、靠、要”等思想。百色市现在已
落实结对帮扶干部职工 65584 人，结对 17.25 万贫困
户，为脱贫攻坚、促农增收凝聚了强大合力。

做出了承诺，贫困户和帮扶干部还要根据贫困的情
况按“八有一超”的标准，对已达标和未达标的内容逐项
进行双方认定，并共同签订《贫困户脱贫“双认定”卡》，进
一步明确帮扶内容，补上脱贫摘帽短板。“双认定”工作旨
在对贫困户已达标和未达标的内容进行梳理，建立起一
本规范明白的台账，从而避免贫困户打“小算盘”。贫困
户脱贫“双认定”卡包含有稳固住房、有饮用水、有电用、
有路通自然村、有义务教育保障、有医疗保障、有电视看、
有收入来源或最低生活保障、人均纯收入超过国家扶贫
标准“八有一超”脱贫指标，还有目标值、验收标准、现状
情况、认定情况和解决措施等。

田东县林逢镇民族村杨世坚家里有四口人，杨世坚
的妻子患尿毒症，医疗费负债三万元。在“八有一超”
指标中，杨世坚家里只有人均纯收入这一项未达标。得
知杨世坚家是因病致贫后，帮扶干部农良锋和村干部帮
杨世坚的妻子申请了大病救助，考虑到他家的长久发
展，还鼓励他种植芒果，争取“以奖代补”的政策
奖励。

做出了承诺，认定了事实，剩下的就是实干。“三双”
工作模式中“双确认”就是为了解决实干问题，即承诺双
方对共同选定的项目内容、具体措施和工作规程进行签
字确认，严格落实，共同推进脱贫摘帽工作，按期完成既
定目标。帮扶干部每次入户的时间、帮扶的内容等情况
都会记录在贫困户的帮扶台账中，每次记录都由双方签
字确认，作为干部结对帮扶工作考核的“写实簿”。

“‘三双’工作模式解决了以前上面热底下冷，群
众积极性不高的问题。从过去‘带你脱贫’变成了贫困
户‘我要脱贫’。而且以前很多干部下乡帮扶，不知道
帮什么、怎么帮、要达到什么标准群众才能脱贫。现在
通过‘三双’活动明确了帮扶干部的责任，也全程精准
地记录帮扶过程，使得扶贫措施更到位。”乃尚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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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沈则瑾报道：上海财经
大学金融学院近日发布的2015年度千村
调查研究成果发现，劳动力不足不是导致
贫困的最主要原因，农村家庭的贫困与教
育水平较低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调查结果显示，缺乏必要教育意味着
贫困家庭存在较低的劳动技能和有限的
信息获取能力，会导致贫困家庭难以通过
经营性活动有效提高收入水平，也难以通
过参与市场交易改善收入。尤其是随着
现代产业升级趋势的发展，缺乏教育的农
村劳动者将来也更难通过打工的方式获
得收入。因此，缺乏教育是农村贫困人口
产生的重要原因，是农村贫困家庭具有更
高脆弱性的深层原因。

尤为重要的是，对于贫困人口而言，
虽然子女教育能够增加家庭的未来收入，
但是短期收入对于贫困家庭的影响更大，
带来的效用也更高；同时，贫困家庭对于

教育成本增加更为敏感，在贫困家庭更有
可能发生子女辍学的现象，也更多地存在
着教育致贫的风险。这一点，从贫困家庭
具有更高的比率是小学文化程度就可以
看出来，即使初中是义务教育，部分贫困
家庭为了增加微薄的当期收入，其子女还
是选择了初中辍学。

最高学历是初中的家庭当中，贫困人
口所占的比重依然最高，也很好地说明了
贫困家庭子女受教育水平存在的困境。
而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对于劳动力
素质的要求日趋提高，高中辍学的人群可
能因存在缺乏互联网等新的知识而不能
满足用工要求，从而在未来陷入新的贫困
的可能性更高。

调查结果很好地说明了教育不足是
贫困在代际传染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
调研也发现，农村贫困家庭对于教育贷款
的需求最高，如果能够用恰当的政策手

段，减少农村贫困人口的教育成本，同时
增加农村贫困人口的短期收入，就能够较
好地避免贫困的代际遗传，对于从根本上
提高农村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具有特别
重要的意义。

调查建议，精准扶贫在建档立卡过程
中应关注农户教育水平，提高转移支付准
度；应在农村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提
高基础教育时间的长度；有必要进一步加
大普通高校农村贫困家庭招生专项计划；
应扩大教育扶贫贷款范围，提高普惠金融
的宽度。

负责农村金融扶贫专题调查的上海
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党委书记柳永明教授
说，根据千村调查所得到的数据，我们认
为农村贫困人口的主要资产就是其自身
拥有的劳动力，提高其收入的关键，就是
增加其劳动的报酬，以彻底改善其生活条
件。但报酬更高的就业机会，往往与劳动

者已有的教育程度有密切的关系。特别
是初中之后的教育，已经成为获取较高收
入的非农工作的必要条件。解决贫困的
一个可行的方案，就是进一步加大对贫困
家庭教育投入的支持力度，提高转移支付
准度、基础教育时间长度和普惠金融
宽度。

因此，精准扶贫应在适当的范围，将
义务教育覆盖至高中阶段，扩展至 12
年。或者率先对建档立卡的家庭困难学
生实施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免除学
杂费政策。此外，可尝试采用高中阶段助
学贷款方式，缓解贫困农村家庭教育投入
不足的困境。总之，教育已成为影响各项
扶贫政策效果的瓶颈，以教育作为扶贫的
瞄准手段，能够较大程度上消除导致贫困
的共同因素，为进一步的家庭瞄准提供坚
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其他扶贫手段才
有望取得积极的成效。

上海财经大学发布年度千村调查成果

精准扶贫需加快改善农村基础教育

中秋前夕，湖北省竹溪县汇湾镇柳
丰村庙梁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配套
设施建设按期完工，早已拿到新居钥匙
的38户贫困村民喜上眉梢，他们把集中
安置大院称为“幸福家园”。

入住庙梁安置点的贫困户万少青向记
者介绍，他把13亩茶园和3亩耕地流转出
去，收入4500元，加上退耕还林补助的
2000多元、老两口的养老金1680元，再
养些猪和鸡，一年有1万多元的收入。如
今，又住进了“幸福家园”，卫生室、娱
乐场所一应俱全，生活真是太可心了。

竹溪县是湖北省精准扶贫的重点县，

全 县 共 锁 定 易 地 扶 贫 搬 迁 21155 户 、
64854人，需建设768个集中安置点。竹
溪县委书记余世明介绍，为了让搬迁户

“搬得出、稳得住、能就业、快致富”，
竹溪县创新“一统三分”的住房建设组
织模式，形成“政府监管、中介监理、
群众监督、企业自律”四位一体的质量
安全监督管理体系。同时，把公共服务
配套设施建设、发展规划设计、特色产
业脱贫等与易地扶贫搬迁对接，建立产
业基地与搬迁对象的利益联结机制，围
绕产业发展设立安置点。

建设投入大，资金筹集是关键。竹溪

县在中央财政预算内投资10920万元的易
地扶贫搬迁项目资金扶持下，财政、住建
等部门多方筹资。同时，千方百计节约资
金，将安置点建在公共服务配套设施较完
备的地方，以节约基础设施配套建设资
金。建设过程中，集体购置材料，集中使
用，节约了建设成本。

竹溪县下拨到户扶贫奖补资金1.2亿
元，发放扶贫贴息贷款5.7亿元，发展茶
叶、核桃等特色基地90万亩，还兴办魔
芋、土豆、猕猴桃等加工企业，培育茶
叶、中药材提取产业集群，延伸农产品
加工产业链条。同时，通过大力发展物

流、“互联网+”等新型业态，发展农村
电商网点 374 个。4700 多户贫困户通过
流转土地、出售产品、就近务工、入股
分红等方式实现增收。

“安置点很漂亮，与村茶场加工车间
形成四合院，内外道路绿化、美化、亮
化，饮用水和排水设施齐全。”入住水坪
镇油坊梁村毛中垭安置点的郭元行告诉记
者，安置区内有800亩茶园基地和1500
亩核桃基地，他和老伴两人无偿分得4亩
茶园和2亩耕地，茶园自管自采，鲜茶叶
卖给村茶叶加工场，一年收入 8000 元，
又在场里打工，年收入2000元，2亩耕地
种粮和茶，全家吃穿用钱都不愁，生活过
得很幸福。

竹溪县县长柯尊勇介绍，目前，全
县已开工建设 339 个易地扶贫搬迁集中
安置点，共8200多套住房，年底前可实
现搬迁8217户、22952人。其中已有53
个集中安置点相继完工，分散供养五保
户、倒房户、特困户得到优先安置，正
陆续入住新房，年底前，可超额完成省
里下达的易地扶贫搬迁计划目标。

湖北竹溪：

易地扶贫搬迁搭建幸福家园
本报记者 魏劲松 通讯员 马献伦

执行主编 陈 郁 责任编辑 向 萌

邮 箱 jjrbms@163.com

◁ 庆安县建民乡建安村干部与群
众冒雨清理河套荒地，为秋季插柳做准
备。 本报记者 倪伟龄摄

▽“插柳富村”工程实施后，过去
的柳编老艺人成了“香饽饽”，周边村民
都主动向老艺人学艺。目前，庆安各种
柳编制品供不应求。 陆洪莲摄

9 月 14 日，江西永丰县七都乡马蹄洲村农民李冬卫
正在收获山药。李冬卫在外务工、经商 18 年，有着丰富
的山药种植经验和稳定的销售渠道，2015 年返乡创业，
在永丰县恩江镇石桥村注册成立了新天地家庭农场，种
植山药 1029 亩，是目前吉安市集中连片面积最大的山药
种植基地。他吸收石桥村的生活困难农民在其家庭农场
务工，带领他们增收致富。 刘浩军摄

“山药大王”带民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