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些年我们是从天上掉到地上”。入
户调研，群众这句话像石头一样砸得我心
口疼。

顺和村位于山东省临沂市费县马庄镇
北16公里，由山里的14个自然村合并组
成，共 758 户、2222 人，其中党员 48
人。上世纪70至80年代，这个村是“青
石板上写春秋”的红旗村，现在成了“宁
翻三山口，不到赵庄（主村）走一走”的
省级贫困村。他们不甘贫困，走马灯似地
换班子，40岁以上的老党员几乎都当过
村干部，砍了山楂种苹果、伐了苹果栽核

桃、拔了核桃育青苗，东撞一头，西撞一
头，可就是不走运。土地肥力越来越薄，
家里收入越来越少。

心态急、不对路，这不行。村党支部
召开会议后，形成了共识：支部要起到龙
头作用，集中全力抓项目，群众唱主角，
实体化、常态化、示范化抓好载体，聚拢
人心，脱贫攻坚。这一工作思路，得到了
帮扶单位山东省委宣传部领导的大力支
持，支部生活杂志社与第一书记工作组联
合推出“支部强村计划”，并在顺和村试
点，启动强村“三步走”。

第一步，村里栽上“摇钱树”。村党
支部利用办公室闲置屋顶，投资建设分布
式光伏电站，平均每天收入150元，预期
收益20年至25年；利用合并自然村的空
置办公室院子，挖地窖、建大棚对外出
租，形成了稳定的收益来源。同时，流转
土地建立“党员带富创业园”，与山东芍

药山中药饮片公司、山东核桃山谷农业发
展公司开展劳务合作，带动村民创业增
收。党支部把脱贫致富的红旗举起来，抓
党建促脱贫，给山村带来了希望。

第二步，星火燎原干起来。村里推出
“十百千创业计划”，用10亩地作产业孵
化，凡是高新生态农业项目，一律免费入
驻，形成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示范
效应；建立创业扶持基金，重点支持100
亩地形成规模效应；设立招商委员会，储
备1000亩地改善产业机构。目前，孵化
项目9个，包括中草药、蔬菜大棚、食用
菌、特色养殖等，形成“一园带三区”
（文玩核桃、食用菌、林下养鸡示范区）
的产业格局。设立“支部助老扶困大
院”，通过电商销售农产品，设立助老公
益岗，有效解决了农产品销售和大龄农民
的务工问题。

第三步，助老扶困，不让一户掉队。

以集体收入为保障，村里设立了“孝心助
老基金”“爱心助困基金”。同时，党员带
头捐款，将全村70岁以上的贫困老人以及
重残户、特困户纳入帮扶范围。村里还以
入党积极分子张子田、党员蔡玉水为骨
干，成立“张大姐志愿服务队”，为老人打
扫房前屋后室内卫生，洗衣服、晒被褥、
理发及测血压。村办公室设立了志愿服务
点，每月逢赶集的两天为“志愿服务日”，
向全村70岁以上贫困老人、特困户、重残
户，免费提供血压血糖测量、健康检查、
理发等服务。村里孝老爱亲蔚然成风。

支部强村项目实施以来，孵化带动了
一批产业项目，也促进了
党风村风的持续好转。很
多群众由衷地说，“支部强
村不简单，件件事办到了
心坎上”。

（文/本报记者 单保江）

支 部 强 村 不 简 单
山东省费县马庄镇顺和村第一书记 阎 军

湖南省新宁县是传统农业大县，全县
474个行政村的人们，祖祖辈辈都劳作在
青山绿水之间。最近，记者来到新宁县调
研扶贫情况，县委书记秦立军告诉记者：

“要让全县 144 个重点扶贫村共 8 万贫困
人口在 2019 年之前一个不落地过上小康
日子。关键是抓好村级班子建设，重点是
打牢产业扶贫基础。”

补偿助增收

128 平方公里的崀山景区建成了规范
完备的标识系统，实施“春花秋色”林相
改造工程。租用荒山、荒坡500余亩，投
入资金 350 万元，采购栽种各类苗木 8 万
余棵，景区绿化面积提高到81%，保持了
景区的生态美。同时，依靠千亩油菜花、
万亩脐橙花产品和初具规模的石田村200
多亩薰衣草、100亩玫瑰花与竹筒酒、瑶
王宴等旅游特色产品，精心打造“歌山花
海，浪漫崀山”品牌形象，生动展示瑶乡
特色文化，成为崀山生态文化旅游的风景
线。

景区要健康发展，需要不断改善原住
居民的生产方式，帮助他们早日脱贫。为
此，县财政于 2010 年起，每年从景区门
票收入中安排景区生态公益林补助资金
100万元，并逐年增加该项费用，用生态
补偿的方式为林农增加收入；并通过大力
实施“煤改电、煤改气”等燃料改革工
程，初步推行生态农业；在解决景区公益
性就业岗位方面向原住居民倾斜。规定景
区经营摊位、卫生保洁、护林防火等岗位
必须在原住居民中安排，景区管理岗位原
住居民比例占50%以上。

今年，新宁县政府还投入 3800 万
元，对崀山辖区两个镇 34 个村共 2935 户
危房实施整体改造。

优势造产业

近几年，新宁县引导农民有序流转土
地，将生态农业与精准脱贫结合起来，崀
山镇境内共流转土地 1340 亩，连续 3 年
实施“春花秋色”工程，租用景区贫困村
荒山荒坡500亩，栽种各种花卉苗木，约
3000 名农民获得收益，其中贫困人口约
150人。

崀山村村民戴顺友 2009 年春节从外
地回家，经多方考察，认为依托崀山旅游
的快速发展，建设生态休闲农业大有可
为。2010 年，他与哥哥戴润平在崀山镇
承包了800多亩土地，合伙成立了润杰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后又成立了窑市种植专
业合作社。崀山镇政府有一个农场，由于
没有专业人士管理，土地荒芜，准备出
租。他前往农场考察后签下 30 年的租赁
合同，种植特色杨梅、有机蔬菜、葡萄，
还发展葡萄酒酿造及林下养殖。2015 年
初，又投入200多万元并购了宝丰脐橙园
艺场，建立了“戴先生”和“崀山人”品
牌。如今，这家以农业为载体的现代生态
观光庄园，解决了280多人就业，带动周
边4个村的农户实行签约种植及回收，直
接增加农户收入120万元。

“以前，我们自己种的水稻最高只能
卖2块多钱一斤，经过合作社土地承包和
专家的技术指导，同样一块地水稻产量高
出好多呢，还以原来两倍的价格回收粮
食，真的太好了。”崀山镇船形村村民老
陈告诉记者。

湖南崀山绿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与
新宁县万泉种养专业合作社、新宁县船
形村种养合作社进行合作，采用“公
司+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按照

“群众自愿、土地入股、集约经营、收益
分红、利益保障”的原则，对土地进行
统一管理，确保土地流转模式的有效进
行。目前，公司流转土地 2000 亩，稻谷
按国家粮食部门收购价格标准的 2 倍进
行回收。

崀山的产业主要是脐橙、花卉、铁
皮石斛等特色种植业。景区内的刘叙
勇、刘叙武两兄弟是采药世家出身，以
前经常在悬崖绝壁演示采“仙草”的绝
技供游客观赏，后来发现野生铁皮石斛
越来越少，而市场行情却不断看涨，于
是在县林业部门的指导下，兄弟俩取回
野生铁皮石斛种子进行培植，实现了大
棚式规模种植，使铁皮石斛成为助推群
众脱贫的致富产业。

产业是精准扶贫的“发动机”。铁皮
石斛被誉为“九大仙草”之首，崀山的生
态环境是种植铁皮石斛的天然宝地。近年
来，新宁县大力发展铁皮石斛产业，现在
已有种植面积200亩左右，是湖南铁皮石

斛种植面积最多的县。在崀山脚下，75
岁的老人何烈熙在自家院落后的坡地上种
植了300平方米的铁皮石斛，每年能给他
带来纯收入近4万元。

“我们是从山上取回野生的铁皮石斛
种子，经过人工育种后，再把它移植到悬
崖峭壁上。”刘叙武说，一包野生种子可
以培育4万株幼苗。

崀山镇石田村三组的何太平决定放弃
轻车熟路的建筑业，回乡投资180万元人
工培育铁皮石斛，如今 20 个大棚已初具
规模。

新宁特有的生态造就了野生崀山铁皮
石斛，通过生态保护性人工栽培，获取种
子繁育苗木，更为崀山铁皮石斛产业发展
提供了优质种源条件。

根据“铁皮石斛与铜皮石斛森林立体
原生态栽培实用技术研究”项目组实验基
地建设的经验，每栽培一亩床式铁皮石斛
的投资是 8 万元，在第 3 年以后每年最低
产出铁皮石斛鲜品200公斤，按与湖南龙
石山公司签订的最低保护价 600 元/公斤
计算，产值可达 12 万元，每年的纯利润
是 10 万元。铁皮石斛可以连续产出 12 年
以上，种一亩铁皮石斛的总产值就是144
万元，总利润可达112万元。若在新宁发
展栽培1000亩铁皮石斛，只要投资8000
万元，3 年后每年的产值就是 1.2 亿元，
每年纯利润可达1亿元。

旅游拓就业

2016 年 8 月，崀山旅游区被国家旅
游局授予“全国景区带村”旅游扶贫示范
单位。该县将乡村旅游融入到群众的生活
当中，让当地村民在既不离乡也不离土的
情况下，解决就业问题，开展生产经营活
动。

在崀山辣椒峰景区的骆驼峰，游客时
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画面：万丈悬崖上，
一位中年男子身贴绝壁，像“蜘蛛人”一
样快速攀爬，场面惊险、刺激。这位攀爬
在崀山绝壁上的中年男子叫刘锋，他并不
是在表演特技，而是在景区清理日常垃
圾。

刘锋是崀山镇石田村人，以前常在
周边深山和悬崖绝壁上攀爬采药和砍
树。2010 年 8 月，景区聘请他当了一名

特殊的清洁工，专门负责悬崖绝壁上的
垃圾清理，自此，他从“砍生态”变成
了“护生态”。每天上午 8 时开始，他便
与两名助手一道，沿着景区的游道，寻
觅清理撒落在悬崖绝壁上的垃圾，月收
入 1000 元左右，刘锋介绍，自己家里经
济负担比较重，过去是贫困户，靠砍卖
自家山上的树木过生活，崀山风景区建
起来后禁山了，家里的树木每年有补
贴，自己又在景区上班，妻子到东莞打
工，收入也不错。“崀山有今天，我感到
自豪。能为景区做些事，我感到光荣。”
刘锋说。

“不尝不后悔，尝了不买一定后悔
⋯⋯”从崀山八角寨下山的游客，总是被
景区摊点一瓶辣椒酱的香味深深吸引，来
自安徽的游客李子华忍不住品尝一口后，
连连称赞，当即就买了5瓶。

这个摊点的老板叫李海容，2008 年
以前一直背井离乡，四处漂泊。2012年4
月，看到崀山的旅游业发展越来越好，就
在景区租了摊位卖小吃米粉。到秋季，看
到父母种的海椒吃不完，烂在田地里非常
心痛，她就把海椒做成辣椒酱，放在米粉
和小吃里，给客人做配料吃。有一次游客
在吃完米粉后建议说：“你家的辣椒酱比
米粉还好吃，要是能打包带走就好了。”
李海容灵机一动，与丈夫商量后立即就把
辣椒酱分成小瓶、中瓶、大瓶进行装瓶包
装，并印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及联系电
话，游客如果想再次购买，只要通过微信
联系，辣椒酱就会快递到家。

“我的微信以前只有40名好友，通过
卖辣椒酱，现在已经有400名好友了，游
客把我的辣椒酱带到了全国各地。”李海
容说，随着辣椒酱的畅销，还带活了村里
亲友的海椒、配料姜蒜的种植和米酒酿
造。

生态旅游就业成为增加贫困人员收入
最有效、最直接、最持久的方式。到目前
为止，崀山镇旅游从业人员近800人，景
区建立了 78 人的保洁队伍和 26 人的保安
队伍，安排船工 60 余人、护林员 40 人、
景点营销人员 80 人、摊点服务员 200
人，农家乐就业人员达300余人，另外还
安排有挑夫、导游、马夫等岗位，充分吸
纳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促进了景区村民
脱贫致富。

青 山 绿 水 成 就 致 富 梦
——湖南省新宁县利用生态优势精准扶贫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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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农情”心系贫困户

2 月 11 日，江西省峡江县“赣农情”电商扶贫
平台员工正在打包竹笋。该县将农村电商发展
作为促进精准扶贫的突破口，在全县87个村建立
了电商脱贫服务站。2016 年以来，全县上线销售
米粉、冬笋、红薯等农产品 100 余种，销售额达
1400余万元。 曾双全摄

春 回 大 地 ， 万 物 复
苏。河南省商水县姚集乡
段堤村贫困户段留仁承包
的两个草莓大棚里暖意融
融，许多人挤进棚里看稀
奇，原来，是驻村干部小
于带着技术员送来了两箱
小蜜蜂，看着小蜜蜂在草
莓花间传花授粉，段留仁
心里乐开了花。

“驻村帮扶让我学到
了许多在机关里学不到的
东西，和村里的党员们一
起修路、建大棚；和贫困
户一起学习种植大棚蔬
菜、草莓、西瓜的关键技
术，真正践行了帮助一
人、脱贫一人，非常有成
就感。”商水县姚集乡段
堤村县派第一支部书记于
水波说。

如何发挥基层党组织
在脱贫攻坚工作上的战斗
堡垒作用？商水县积极发
挥党员干部的带头引领作
用，在村党支部的主阵地
上，以脱贫工作问效党员
职责，以脱贫工作锻炼激发驻村第一书记的潜
能，在脱贫攻坚的实践中让党旗更红。

商水县有农村人口 83.775 万人，未脱贫人
口67920人，脱贫攻坚任务艰巨。

“打赢脱贫攻坚战，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
核心统领、干部骨干带头、党员示范带动的作
用，凝聚全县力量，形成‘同频共振’效应。”
商水县委书记马卫东说。

城关乡贫困村瓦房店，在驻村第一支部书
记裴杰带领下，村干部们四处考察取经，先行
试办起无纺布加工厂，村支部委员王建党率先
养鹅。为了能让养鹅项目获得成功，他们多次
请来技术人员上门指导关键技术。如今，王建
党带动 30 户村民发展养鹅产业，全村存栏鹅达
到 10 万只，党员的致富带头作用充分显现。村
民们纷纷竖起大拇指称赞：党员们先行先试，
我们蹚着路子走，弯路会少很多。

围绕贫困村党支部书记、党建后备力量、
优秀党员“三支队伍”建设，打造脱贫服务平
台，把扶贫村纳入全县三条党建长廊路线建
设，建立帮带制度，全县 81 名驻村第一书记及
派驻单位与 81 个贫困村结成帮扶对子。目前，
该县培养“四强”型党支部书记 62 名，“双
强”型党员 810 名，后备干部 182 名，开展便
民服务 7000 人次，解决养老、低保、宅基地审
批等热点难点问题 190 余件，处理村务 2000
多件。

产业脱贫是精准扶贫的治本之策，该县走出
了“基地+支部+贫困户”“企业+支部+贫困
户”“公司+支部+贫困户”三种产业帮扶脱贫模
式。省派第一书记米志军利用当地产业实际，结
合商水县实施的“巧媳妇工程”，组建了生产、
技术、管理、销售为一体的渔网加工合作社，全
程服务群众，19 户精准扶贫户不用出村，每月
就能拿到 1600 元工资，成为引领当地农民脱贫
致富的主要产业。

一位支部书记就是一面脱贫的旗帜，一个党
支部就是一块脱贫的主阵地。大武乡洼刘村刘书
显 2015 年返乡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他采取

“公司+支部+贫困户”的形式，以高于市场一倍
的价格返租村民土地 1800 亩，成立金陆蔬菜发
展有限公司，春节刚过，村民们已经忙着采收蔬
菜、培育菜苗，在他的200个新型蔬菜大棚和脱
水蔬菜生产线里，每年可让群众增收近 200 万
元，他推广的现代农业正使这个偏远的小村发生
着改变。

目前，商水县有 20 多个脱贫产业，建立加
工基地66个，加工站点116个，带动4万余名贫
困人口实现了就业。

河南商水

：

脱贫路上党旗红
本报记者

王

伟

通讯员

魏

红

刘

飞

经过近几年的探索，湖

南省新宁县找到了独具特色

的精准扶贫路径，利用独特

的 山 水 资 源 ，发 展 全 域 旅

游。产业发展上，依托生态

特色树品牌；经营方式上，依

托生态规模提效益；农村建

设上，依托生态优势建新村，

全县脱贫成效显著。

一位支部书记就是一面脱贫的旗帜，
一个党支部就是一块脱贫的主阵地。发挥
基层党组织核心统领、干部骨干带头、党
员示范带动作用，河南省商水县凝聚全县
力量，形成脱贫攻坚“同频共振”效应。

崀山镇田园风光崀山镇田园风光。。 杨杨 坚坚摄摄

游客在崀山镇崀芴村蒋家滩丹霞花海拍照留念游客在崀山镇崀芴村蒋家滩丹霞花海拍照留念。。
杨杨 坚坚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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