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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兴国县借力学生营养餐推进精准扶贫——

营养学生 富裕农民

泥
巴
玩

本报记者 刘 兴 通讯员 赖福鑫

江西省兴国县利用营养
餐食材专供基地的技术优
势，引导贫困群众通过土地
流转、
基地务工、
返包倒租等
多种方式增收，并将“菜篮
子”工程与保障学生营养餐
食材供应结合起来，开辟了
一条产业扶贫的新路子
今年 62 岁的钟效让是江西省兴国县
埠头乡垓上村的低保户，7 年前，儿子猝
死，儿媳改嫁，留下正读小学的孙子和患
白内障几近失明的妻子。由于患有高血
压，钟效让干不了重体力活，一家人的生
计只能靠他打点临时工的收入维持。
2015 年 9 月，村里筹建学生营养餐蔬菜基
地，村干部找到钟效让，让他去基地干活，
每月至少有 1500 元的工资；同时，家里流
转的 3 亩土地，也能每年按当年 600 斤稻
谷，早、晚稻的折中价拿租金，钟效让一家
由此告别了贫困的生活。
“ 我能凭着自己
的力气赚钱养家，这才是真正的扶贫啊。”
钟效让说。
兴国是革命老区、边远山区和罗霄山
连片特困地区，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
贫困人口多、贫困面大。如何变传统扶贫
为精准扶贫，推动精准扶贫由政府“配餐”
向群众“点菜”转变？
“百姓缺什么，就扶什
么，百姓担心什么，就解决什么。”兴国县
党委政府一诺千金，让贫困不再蔓延，幸
福触手可及。
去年以来，兴国县不断创新精准扶贫
工作机制，解放思想、大胆实践，把实施
“菜篮子”工程与保障学生营养餐食材供
应结合起来，开辟了一条产业扶贫的新路
子。如今，4 元的农村学生营养餐，花样
多、品种丰富，既营养了学生，又富裕了农
民，
成为百姓心中的
“惠民工程”
。
兴国县共有 25 个乡镇、424 所学校，
约 10 万名学生，由食堂供应营养餐，按每
生每天营养中餐配送 60 克肉类、240 克蔬
菜和 0.25 公斤粮食，每天需消耗蔬菜 2.86
万公斤、肉类 1.44 万公斤，每周需要鸡蛋
和鸡腿各 10 万只，形成了稳定的食材市场
需求。对此，兴国县大胆创新，将产业扶
贫与营养餐配送服务相结合，高标准制定
了《兴国县蔬菜产业发展规划》，确立了蔬
菜产业 5 年规划 3 年完成的 3 万亩发展目
标。以埠头乡垓上村、潋江镇杨澄村、长

△ 学生营养餐配送中心生产车间。
◁ 兴国县的学生们吃上了营养餐。
本报记者
冈乡仁塘村 3 个蔬菜种植专业村为核心，
调动企业、乡镇、贫困户的积极性，合力共
建核心区、辐射区、专业区三个功能互补
的营养餐菜品供应基地。以兴国县学生
营养餐配餐企业“金源鸿兴国分公司”
为龙头企业，采取“企业+基地+贫困
户”模式推进精准扶贫，在破解贫困户
农产品难卖同时，确保了营养餐食材的
供应安全，辐射带动 900 多户贫困户脱贫
致富。占地 300 亩的埠头乡果蔬园学生营
养餐供应蔬菜基地，就带动了贫困劳动
力就业 100 余名，贫困户年均增收 2 万元
以上。
为 全 力 推 动 农 企 对 接 ，实 现 供 求 互
通，企业根据实际需求，结合考虑菜品地
区差价，种植差异、时令特点等因素，提前
与贫困户订立种植订单，让贫困户知道种
什么，并按订单合同规定时间、价格、方式
收购蔬菜，让贫困户“不愁销”，实现生产、
销售的无缝对接。
“我除了在自家种蔬菜，就到基地来
帮着种菜、收菜，女儿也不用担心我了。”
采访中，正在基地种植新菜苗的 57 岁的李
帮兰告诉记者。李帮兰早年丧夫，育有两
个女儿，都已嫁人，家里只剩下她和几分
薄田。基地建成后，李帮兰把自家的稻田
改种蔬菜，同时，村里还安排她到基地务
工，除了每个月能拿到近千元的工资外，
她种的蔬菜基地还帮着收购、销售，李帮
兰的日子过得越来越舒心。
“到 2020 年，实现与全国同步建成小
康社会”。扶贫攻坚，是一项艰苦、浩大的

工程。
一个“扶”字让全县上下清晰认识到，
扶贫部门“单兵冲锋”显然不够，
“ 全民皆
兵”才能攻城拔寨。
2015 年，兴国县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
养改善计划助推精准扶贫的成功做法在
全省叫响。这套总体设计吃透“上情”，摸
透“下情”做法的最大特点就是“实”。不
仅对症下药，精准发力，更通过叠加，让攻
坚效用倍增。政府、部门、企业等多维联
动精准大扶贫格局正加速形成。
“有了政府的帮扶，我对生活越来越
有信心了。”在营养餐蔬菜基地干活的周
梅英对脱贫致富充满了信心。
垓上村村民周梅英在丈夫因病去世
后，独自拉扯着三个未成年的孩子，生活
十分艰难。现在，她在埠头乡垓上村学生
营养餐蔬菜基地干活，每月有 1500 元的
收入。此外，村里还根据她的家庭情况，
从基地里返租了 6 个大棚给她，她只需要
负责管理，每月可获得不少于 500 元的分
红。
为真正把“贫”扶到“根”上，兴
国县利用营养餐食材专供基地的技术优
势，引导贫困群众通过土地流转、基地
务工、返包倒租等多种方式增收。组建
大棚蔬菜、食用菌种植技能培训班，让
贫困户带薪到田间课堂学技术，提升贫
困户的劳动技能。通过“公司+合作社+
基地+贫困户”的模式，形成生产、销售
的无缝对接，实现贫困户增收脱贫。同
时，贫困户根据营养餐配送企业下的订

“老斋公，慢慢走，给把
‘ 泥 泥 狗 ’，您 老 活 到 九 十
九。”在河南淮阳乃至豫东一
带，
这首广泛流传、妇孺皆知
的歌谣很多人都还记得。带
着好奇心，记者近日走进了
当地闻名的泥玩具专业村
——许楼。
本报记者
淮阳是人祖圣地、羲皇
故都，
“ 泥泥狗”是淮阳泥玩
具的总称，是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说是为伏羲、女
娲看守陵庙的“神狗”，素有
“真图腾、活化石”之誉。
夏先清
随着当地旅游业的迅速
发展，
每年淮阳太昊陵庙会期
间，
各种造型的
“泥泥狗”
深受
通讯员
游客喜爱，
看起来不起眼的小
泥巴成了香饽饽，
神奇地被捏
成了
“金饭碗”
，
为当地群众致
富脱贫拓宽了门路。
刘玉涛
“我 12 岁就跟着父亲捏
‘泥泥狗’，真没想到能挣大
钱。现在县里扶持我们发展
这门手艺，靠捏
‘泥泥狗’，
家
里盖了小洋楼，过上好日子
了。”房国富老人指着自家新
建起的楼房，
乐呵呵地说。房
国富是当地资格最老的
“泥泥
狗”非遗传承人，
被县里授予
“泥泥狗”
艺术终身成就奖，
虽
已 93 岁高龄，但说起“泥泥
狗”
来，
顿时精神倍增。
对房国富老人来说，不
幸的是一场大病夺去了儿子的生命，也让家里一
贫如洗。几年过去了，现在他最大的安慰就是儿
媳李德兰和孙子房文祥不仅传承了他这门老手
艺，挣了钱，脱了贫，而且还带着村里很多年轻人
一起致了富。
在老人的创作室内，摆放着 200 多种造型奇
特的
“泥泥狗”，每个
“泥泥狗”都是形象逼真，讨人
喜爱。记者看到房国富老人正对孙子房文祥的作
品进行指教，
不大会儿工夫，
一块普普通通的泥巴
在房文祥手中就变成了一只活灵活现的
“泥泥狗”
。
“以前一年忙到头都收入甚微，
现在政府有好
多优惠政策，
我们靠捏
‘泥泥狗’
腰包也一点点鼓起
来了。
”
聊到收入时，
正在为
“泥泥狗”
点化上彩的李
德兰感激不尽，
脸上绽放着满满的幸福，
“后院旧房
翻新了，前院建了新楼房，如今儿子结婚成家了。
是捏
‘泥泥狗’
让我家脱了贫，
走上了致富路”
。
记者了解到，在淮阳，仅景区周边的城关、白
楼、大连、郑集及王店等五乡镇，旅游业的兴起就
解决了 5 万余名农民就近就业，其中解决贫困人
口就业 4600 人，
村民人均年收入近 2 万元。
现在，
村子里几乎家家户户都盖起了楼房，
93
岁的房国富老人见证了该县旅游产业发展与精准
扶贫相结合给村里人和自己的生活带来的新变化。
淮阳是个欠发达传统农区，
也是国家扶贫开发
重点县。但依托其独特而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
坚
持
“旅游突破，
城乡统筹”
总体发展战略，
把发展文化
旅游产业作为脱贫攻坚新引擎，
走出了一条
“旅游+
扶贫”
带动县域贫困人口致富脱贫的希望之路。
目前，像房国富一家这样靠吃“旅游饭”、端
“金饭碗”脱贫致富的农户已越来越多。

刘

兴摄

单开展生产，每年每亩可获得 4000 元左
右的收入，按照耕地 600 斤/亩/年稻谷的
标准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给基地，折
合现金，贫困户每年还可增收 800 元/亩。
采取返租模式，按“保底+提成”的方
式，基地给予贫困户每月 1500 元左右的
保底工资，并对其返租的大棚蔬菜不同
品种进行定量，超出部分按 60%进行分
红，户年均收入可达 2 万元以上。贫困户
加入专业合作社发展种养业的，每年可
获得合作社分红 1000 元/户。
截至 2016 年，全县建成营养餐食材村
供应基地 6 个，蔬菜种植专业村 3 个，通过
入股、产权入股、返租倒包、订单生产、基
地务工等方式，带动 930 户贫困户增收脱
贫。预计到 2017 年建成供应 10 万人的蔬
菜基地，可带动 5000 户贫困户增收脱贫，
约占全县贫困户总数的 28%。
找准症结拔出穷根，如今已成为该
县的共识，扶贫成效逐步显现。为了让
贫困人口迈向富裕，兴国县按照一名领
导、一个规划、一个目标、一套班子、
一套机制、一套办法的“六个一”理念
抓项目建设，成立学生营养餐食材供应
项目建设领导小组，落实责任，建立机
制，强化推进。与此同时，兴国县通过
建立合作社、开展技术培训、组建专业
务工队、发展农村电商、严格质量安全
等方式完善服务体系。
2016 年，全县筹措学生营养餐扶贫产
业发展资金 4200 万元，用于种植业 2200
万元，养殖业 2000 万元。

四川眉山 2700 多户异地搬迁贫困户——

搬 进 新 房 过 新 年
本报记者 钟华林 通讯员 姚永亮

在丹棱县张场镇万年村，建档立卡贫
困户张永珍在新房的大门上贴“福”字。
本报记者 钟华林摄

2 月 3 日，在四川省率先完成脱贫攻坚
目标任务后精准退出省级贫困村的眉山市
丹棱县张场镇万年村异地搬迁集中安置点，
66 岁的女村民张永珍，在送走几名来参观
的村民后十分高兴。
张永珍的新家面积虽不大，但客厅、两
间卧室、厨房、卫生间一应俱全，家电家具摆
放得井井有条。
万年村党支部书记任清元介绍说，去
年，张永珍家和另外 11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被列入异地搬迁计划，集中安置点建在刚通

车的
“奔康大道”旁。
据眉山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像张
永珍家一样，全市去年共实现异地扶贫搬迁
2739 户、7768 人，并于春节前搬进新居。
眉山市坚持执行人均住房面积 25 平方
米的红线标准，并在群众自愿、民主决策的
原则下，由搬迁农户自愿提出申请，通过村
民代表大会民主评议，村委会审查公示、乡
人民政府审核、县级人民政府审批的工作程
序识别，确保搬迁对象精准。
同时，将集中安置点与建制村和公共

服务中心建设相融合，配套发展第三产
业，变安置点为服务点，既解决贫困群众
易地搬迁安置问题，又为搬迁群众提供就
业岗位，让贫困户“搬得出、稳得住、有
就业、能致富”
。
丹棱县张场镇的万年、三合、岐山、廖店
等 4 个省级贫困村位于西部贫困山区。去
年，丹棱县投资 1.58 亿元修建了一条 34.2
公里的“奔康大道”，串联起这 4 个省级贫困
村和 5 个市级贫困村，并建设了 5 个集中安
置点，共计搬迁 94 户、249 人。

贫 困 户 尹 同 友“ 双 脱 ”记
山东平度市扶贫办主任 唐云莉
作为一名扶贫干部，
近一年来，
多次入
户走访、
结对帮扶，
他们的情况我比较了解，
他们也早已将我当成亲人来看待。
2016 年 12 月 11 日。那天尽管工作很
忙，
我还是赶到了东阁街道尹家村，
这天是
村民尹同友大婚的日子。小小的尹家村没
有多么热闹，
但大家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
容。新房在猪圈看护外侧，改造得宽敞明
亮，
门上贴着
“喜”
字，
新衣橱新茶几，
还有耿
女士的两个女儿送来的大彩电和红包。看
到尹同友通过自身努力一步步脱贫脱单拥
抱幸福生活，
听着窗外此起彼伏的鞭炮声、
望着眼前的他们，
我感到心里热乎乎的。
尹同友是我关注了很长时间的一个贫
困户，
也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脱贫成效最显著
的一位。57岁仍然单身的尹同友15年来一

直独自生活，
自由散漫，
我行我素，
外出打工
村干部，
他们不断给我出主意、
想办法，
从精
也是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
庄稼地不用心耕
神上鼓励我，
让我有了生活的信心”
。
种，
也没有其他经济来源；
居住条件恶劣，
家
尹同友最初只养了三两头猪，
一年后感
中没有像样的电器，
缺乏行之有效的增收途
觉有钱可赚，
便扩大养殖规模。2015 年，
尹
径和实力，
抗风险能力极其脆弱。
同友的养猪场出栏猪累计 140 多头，
每头纯
在全面了解尹家的家庭组成、经济收
利润 1000 元左右。目前，尹同友养猪场肥
入、生活情况、产业发展中存在的实际困难
猪、
母猪的存栏量仍有150头。
后，
我们有针对性地制定帮扶计划。街道管
为了兑现
“一定把猪养好”
的诺言，
尹同
区的包村干部运用村里养猪的优势，
动员尹
友改变往日懒散的性情，
踏踏实实地当起了
同友发展养猪业，
并和他不断沟通，
鼓励他
“猪倌”
。短短几年时间，
尹同友不仅自己能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为将来打算。沟通后， 够加工玉米、豆粕等猪饲料，
自己给猪打各
尹同友立下誓言，
承诺
“一定把猪养好”
。
种防疫针，
还每天上网，
通过网络了解生猪
尹同友是一个有决心、
有毅力的人。如
市场行情，
与肉食品加工企业联系肥猪买卖
今的他，每天加工饲料、给猪喂食、清理猪
事宜，
成了名副其实的养猪专家。
圈，
成为了贫困户中的脱贫带头人。他经常
谈到今后的打算，
尹同友计划再买几头
说，
“我能有今天，
真的很感谢街道的领导和
母猪，
重新装修房子，
再提高提高生活质量。

在平度市，
像尹同友这样脱贫的贫困户
还有很多。我觉得，
精准扶贫，
就是要全面
调动贫困户的脱贫积极性和精气神儿，
而不
是简单地送钱给物，
要鼓励和引导贫困群众
不等不靠、
转变观念、
发展生产，
靠双手勤劳
致富。
针对缺技术、
缺水、
因病、
因残等 11 种
致贫原因，
我们
“一户一策”
“一户多案”
进行
帮扶，
通过帮助有能力的贫困户发展产业、
拓展转移就业途径、
提供公益岗位等多种措
施，
帮助众多贫困户摆脱了贫困。从
事扶贫工作一年来，
看到一个个贫困
户脱贫后的变化，
我更加坚
信，
只要开动脑筋想办法，
群众的幸福生活指日可待。
（本报记者 刘 成整理）

在工作室里，老艺人房国富在精心指导孙子
房文祥捏“泥泥狗”
。
本报记者 夏先清摄

广西5000个贫困村将全通宽带
本报讯 记者周骁骏 童政报道：
“十三五”
期间，广西 5000 个贫困村将全部通宽带。
“十二五”以来，广西通信业主动承担农村地
区 宽 带 村 通 建 设 ，共 完 成 3000 个 宽 带 村 通 任
务。但由于农村地区经济基础薄弱、地理环境复
杂、人口居住分散及宽带建设和运行维护成本高、
收益偏低等因素影响，截至 2016 年 5 月，全区
14300 多个行政村中仍有 219 个未通宽带；已通
宽带行政村中，尚有 3000 多个村接入速率低于
12M，
通光纤率只有 77%。
为尽快帮助贫困村脱贫摘帽，自治区通信管
理局鼓励电信企业主动履行社会责任，利用好电
信普遍服务试点优惠政策和补偿资金，力争 2018
年全区基本实现 100%行政村通光纤。
“今年广西
将在百色、柳州、河池、桂林、贺州、南宁 6 市推行
电信普遍服务试点，中央财政补贴近 2.7 亿元，新
增 194 个村通宽带、2055 个村升级通光纤。项目
完成后，广西行政村通光纤率将提升 16%。”自治
区通信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数据显示，到
2016 年底，广西农村地区宽带用户规模达 189 万
户，占比为 22%，2016 年新增宽带用户中城市宽
带用户和农村宽带用户各约为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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