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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是国家六盘山
集中连片特困片区重点扶贫地区，也是甘
肃省扶贫攻坚的主战场，而上湾乡马巴村
曾是临夏州康乐县最贫困的村之一。这几
年的精准扶贫，让这个村子满盘皆活，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2013 年，马巴村 12 个合作
社、303 户群众中有贫困户 130 户、贫困人
口 574 人，贫困率 42%；2016 年，全村 120
户、532 人实现稳定脱贫，贫困人口可支配
收入由 2570元提高到 3780元。

精准识别，一碗水端平

步入马巴村，只见宽敞的水泥路延伸到
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新修的文化广场上设
施齐全，孩子们正在嬉闹，村民们跳着广场
舞，一派祥和景象。“若不是精准扶贫，我们
村再过10年也不会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
指着村务公开栏里一张张村容村貌的新旧
对比照片，马巴村党支部书记苏育民说。

摸清穷底是精准扶贫工作的基础。自
2013 年精准扶贫战役在康乐县全面打响
以来，马巴村就把准确识别扶贫对象看作
是决定扶贫成败的关键，在对贫困人口精
准识别上，下了大力气。

“我们在严格按照省州‘一核二看三比
四评五公开’原则进行识别的同时，充分发
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党员的模范带
头作用。在精准识别中，许多党员主动让出
名额，为群众树立了榜样。”上湾乡党委书记
白少云说，2013年12月，马巴村4社的入户
干部和村民代表在确定精准扶贫户名单时，
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当念到村民苏孝贤时，
村民代表苏广明当即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
为村民韩新才家庭情况和苏孝贤相似，但韩
新才还供养着一个大学生，家庭状况更困
难，选韩新才更合适。

大家都认为苏广明说得在理。这时，
韩新才却主动站出来，称自己是一名共产
党员，况且又有一门手艺，一再坚持把苏孝
贤纳入精准扶贫户名单。

在贫困户识别上，马巴村的做法是：先
由贫困农户提出申请，再由驻村工作队队员
和包村乡干部核实农户收支状况，入户查看
家庭生产生活条件，然后比收入、比住房、比
财产状况，社初评、村两委审核、村民代表决
议后，在村上进行张榜公示；公示5个工作日
后，上报乡政府审核；乡政府批复后，在村上
进行二次公示，最终确认建档立卡贫困户。

在此基础上，为把贫困对象定得更准，
马巴村先后开展了两次“回头看”，重点对
建档立卡户有无财政供养人员、有无经商
办企业、有无私家车、有无购买商品房等情
况逐项进行清查和复查。

“确定贫困对象，乡上、村上的干部们
一碗水端得平着呢！”村民们都说。

按方抓药，群众说了算

长期以来，受诸多因素影响，马巴村群
众生活十分困难，自我发展能力低，经济社
会发展缓慢。如何让一个底子薄的穷山村
彻底甩掉“穷帽子”？

在精准扶贫入户调查过程中，驻村帮

扶工作队和乡村干部紧盯建档立卡贫困户
找“病因”，对 91 户缺资金、19 户缺技术、7
户缺劳力、13 户因病致贫户，分门别类开
出了“药方”。

“朱小龙，全家 5 口人，耕地 6.7 亩；主
要致贫原因：缺资金。发展意愿：畜牧养
殖。”这是记者在马巴村 12 社精准扶贫户
朱小龙家的《甘肃省脱贫攻坚“853”挂图
作业贫困农户三本账》上看到的内容。

朱小龙以前是一位养殖能手，后来因
家中贫困，他不得已卖掉了自己养的牛。
自从被纳入精准扶贫户后，针对他的发展
意愿，县上在 2015 年给他补助资金 1 万
元，帮他修建了新的牛棚，发放精准扶贫贷
款 3 万元，凭借这笔贷款，他买了两头西门
达尔牛犊。“这两头牛犊被我照顾得相当
好，估计今年 8 月份就能再生两头牛犊，一
头能卖 5000块！”朱小龙告诉记者。

谈起 3 年前的生活，8 社精准扶贫户苏
瑞宗皱紧了眉头。他家 3 口人的生活全靠
10 亩山地过活，一年下来，也就刚够维持
生活，再加上供两个孩子读书，这个 47 岁
的男人真快要被生活压垮了。

苏瑞宗被确定为精准扶贫户后，帮扶
干部为他量身定制了瓦工技能培训，勤奋
好学的他一个月就顺利拿到瓦工技能培训
合格证。外出打工半年，他就挣到了 2.4
万元。回到家后，他又把村里的闲散户组
织起来，成立了一个小工程队，田间地头的

“泥腿子”变成了包工头：“要是没有精准扶
贫，我这一辈子就这么苦到头了！”

这样的例子在马巴村举不胜举。“让群
众说了算、按群众意愿办。”马巴村在精准
扶贫工作中把中央、省州的政策举措与地
方实际结合起来，按照全省精准扶贫“1+
17”意见方案，针对不同贫困农户和人员，
采取百姓“点菜”、政府“端菜”的方式，根据
贫困农户的现状、致富意愿、致富能力等个
体差异，精准发力、精准帮扶。对因病致贫
的贫困户，逐一跟踪进行农村合作医疗报
销、大病医疗救助、临时医疗救助，推进健
康扶贫工程；对缺技术的贫困户，加强挖掘

机技能、种植、养殖等实用技术培训；对缺
发展资金的 130 户贫困户，审核发放免抵
押、免担保、3 年期、全贴息的精准扶贫专
项贷款 520 万元，贫困户新修养殖暖棚 65
座，全村大牲畜存栏 96 头（匹），羊存栏
910 只，猪存栏 280 头。同时，投入 73.2 万
元资金对 61 户贫困群众的住房进行一次
性改造，投入资金 49 万元对无自建能力的
14 户贫困群众由企业帮建。做到了政策
落实和帮扶措施的无缝对接，帮扶措施与
贫困户和家庭成员具体状况的无缝对接。

夯实基础，旧貌换新颜

“两年前，我们村绝大多数群众住的都
是破旧不堪的土房子，有的房屋随时都有
倒塌的危险。”苏育民介绍，随着这两年精
准扶贫工作的顺利推进，全村 98%的群众
新建了住房，37 户群众盖起了二层楼房，
实现了整村稳定脱贫，农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达到 4900元，贫困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到 3780元。

曾经，制约马巴村发展最大的“硬伤”
是基础设施落后，行路、住房、饮水等困难
突出。对此，村里将改善基础设施作为“一
号工程”来抓，近年来，共投入 32 万元修建
便民桥 4 座，投入 49 万元硬化村社道路
3.5 公里，投入 20 万元对 2 公里通社道路
进行了拓宽改造和铺沙，全村通社道路全
部贯通，彻底解决了行路难的问题；争取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硬化入户巷道
2.7 万平方米，将致富路修到群众家门口；
共投入 100万元新建了标准化幼儿园和村
小学各一所，解决了孩子们上学难的问题；
投入 50 万元修建村文化广场一个，配备健
身器材 10 套，丰富了群众的文化娱乐活
动；组织群众从麻山峡挖通自来水，解决了
群众吃水难问题。

在基础设施建设中，马巴村按照生态
旅游、产业培育、环境改善等类型，一社一
规划、一户一设计，高质量、精细化编制美
丽乡村建设规划和分年度工作计划，高起

点谋划部署美丽乡村建设。同时，注重保
护农村生态，不砍树、不埋泉、不毁草、不挪
石，依村就势，因户施策，充分利用废旧瓦
片、河道石头、枯干树枝精细打造。

产业支撑，户户富起来

9社精准扶贫户姚风成家中有 6口人，
8 亩山地。家中老人年事已高，体弱多病，
两个孩子还在读书。“老的老，小的小，谁都
不愿过穷日子，看到别人家种当归挣了不
少钱，我也想种，可一亩当归的本钱就得
2000多元，种不起！”姚风成说。

2010 年，村里 61 户群众入股成立了
临夏州首家股份制园林企业——康乐县
健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在大洼山栽植云
杉、速生柳、祁连圆柏等各类苗木 2100
亩、54 万株，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生态效
益。可是后来由于经营不善，公司关门倒
闭。2013 年，精准扶贫工作启动后，康乐
县针对马巴村属二阴地区，适宜发展经济
林这一实际，注资 50 万元，发动群众入股
10 多万元，成立了马巴村村级产业发展
互助社，以村民互助的形式解决富民产业
发展资金困难。2015 年，村里又先后成
立了当归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高原树莓
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分别吸纳社员 150
户和 130 户。

姚风成凭借 4 万元精准扶贫贷款，试
种了 6 亩当归，当年就实现纯收入 2.4 万
元。2016 年，他又流转了 10 亩地，全部种
上了当归，当年收益 6 万多元。本是贫困
户的他，一跃成了村里的富裕户。“今年市
场好，我准备再流转 10亩地！”

产业发展是实现农民收入的“总开
关”，没有产业支撑，增收工作是不可能持
续的。“现在我们村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下一步将抢抓县上旅游扶贫大通道
建设的机遇，依托大洼山和马巴水库独特
的资源优势，修建集休闲、旅游、垂钓、餐
饮、娱乐为一体的 4 家农家乐，助推全村经
济发展。”苏育民说。

“ 精 准 ”激 活 一 盘 棋
——甘肃省临夏州康乐县上湾乡马巴村精准脱贫纪实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琛奇 通讯员 马 龙

4 月初，山东沾化台四村的冬枣园里，
枣树刚刚长出嫩绿的小芽。枣农刘清华
在自家的枣园修剪着枝条。随着剪刀的咔
嚓声，地上落满了多余的枝杈。春到枣园，
枣农们修剪着丰收的希望。

但两年前，当山东省国资委派驻滨州
市沾化区大高镇谭家村第一书记兼工作队
队长的张庆旭走进贫困户家动员他们种枣
树时，村民们都有些担忧。“几千块钱建

大 棚 ， 万 一 赔 了 呢 ？”“ 冬 枣 大 棚 好 是
好，可俺不会管理咋办？”

沾化是冬枣之乡，张庆旭和山东省国资
委其他 4名干部组成第一书记工作队，分包
谭家、台一、铲头李、单家、台四5 个贫困村。
进村调研，他们很快就理出了这 5个村的脱
贫思路：利用当地优势，发展冬枣大棚，同时
建设冬枣储存气调库解决冬枣储存问题。
这样干起来，这几个村脱贫就有把握。

但真要干，贫困户很畏难。面对现实，
张庆旭感到，扶贫一定要先扶志，要帮助群
众从思想上拔掉穷根。

沾化与寿光都毗邻渤海莱州湾畔。当
年寿光发展冬暖蔬菜大棚，有现成技术吗？
群众不怕赔本吗？5位第一书记组织5个村
的干部群众320余人到寿光现场考察，到山
东农大以及滨州一些地方开阔眼界，还开展
了大规模的技术培训。一路参观下来，群众
动心了：脱贫致富，只有苦干一条路。

贫困户行动起来了，纷纷学技术、包
大棚。工作队利用扶贫资金 300 万元，建
设冬枣日光大棚 270 亩、高标准钢结构大
棚 7 亩和总容量 520 吨冬枣储存气调库 17
个。这些设施的建设和使用，都按照村户
共建、收益共享、贫困户优先的原则。大
棚和气调库协同，形成冬枣销售聚集优
势，吸引大客户进村收购，形成了冬枣

“产储销”一条龙，解决了过去群众最头
疼的卖枣难问题。

有了这些设施，贫困户只要想干、敢
干，就不怕没钱挣。刘清华上有生病的公
婆，下有还在读书的儿子，全家一年收入仅
有一万多元。当看到第一书记帮助邻村建
冬枣大棚，同样的 1 亩枣能卖 2 亩的钱后，
刘清华被深深触动。第二年，在第一书记
的支持帮助下，她借钱建了 6 亩大棚，一年

就挣了 8 万元，摘掉了贫困帽子。2016 年
11 月，有了积蓄的她一次就流转了 20 亩冬
枣地。

工作队经过两年的推广，引导农户跳
出单纯的粮棉生产结构，改种冬枣或自费
建起了冬枣大棚。像刘清华这样的勤劳致
富典型越来越多。

工作队还争取资金 100 万元，撬动地
方政府投资 260 万元，规划建成了集旅游
采摘、休闲娱乐、民俗游览于一体的千亩冬
枣采摘园。冬枣成熟时节，游客络绎不绝，
铲头李村枣农宋德利高兴地说：“以前是俺
自己摘枣卖枣，还卖不出好价钱，现在坐在
地头上等着收钱，行情还更好了，第一书记
的这个法儿真好！”

针对枣农最头疼的卖枣难问题，第
一书记重点在开拓营销渠道上下功夫。
首先，改变过去贫困村一家一户“跑单
帮”的模式，成立了国惠冬枣专业合作
社，对接市场，规模经营。其次，联合大
众网等新媒体，以山东众筹网为平台，成
功推出两期“沾化冬枣公益众筹项目”，
筹资近 80 万元，通过电商、网购方式，
直销给消费者，由于省去了中间流通环
节，枣农增收，消费者受益。第三，盘活
线下营销渠道。联合蓝海酒店集团，建立

“蓝海酒店集团沾化冬枣绿色基地”，并与
一品金贵电子商务公司合作，通过“集团
采购+高端定制”的模式，为枣农推介高
品质冬枣。同时加大宣传力度，主动出
击吸引超市、客商来村考察对接。两年
来，帮助枣农销枣增收近百万元。台一
村枣农段井文的优质冬枣更是卖出了 30
元一斤的高价。

沾 化 枣 树 结“ 金 枣 ”
本报记者 单保江

春日的暖阳给大地铺上
一层金色。沿贵塘公路出城
两公里，江西省贵溪市雄石
街道象山草莓种植基地里，
一排排白色大棚在阳光下显
得格外耀眼。大棚内，扑鼻
的果香和前来采摘的游客们
的欢笑声和在一起，连空气
都充满了甜蜜。

贫困户吴寿保站在 2 号
大棚外，递篮子、称草莓、收
钱，忙得不亦乐乎。他告诉
记者，0.6 亩的草莓，目前已
经收入 3000 多元。“如今脱
贫有希望，全仗着彭保凤和
她的保茂果蔬种植合作社。”
吴寿保说。

听当地干部们说，彭保
凤是村里的名人，不仅因为
她带领着贫困户们致了富，
还因为她曾经有过上访的经
历。在吴寿保这些乡亲们眼
里，彭保凤从“上访户”变身

“脱贫带头人”，简直就是一
个传奇人物。

在一个大棚内，记者见
到了彭保凤，她正在指导贫
困户苏加义的母亲杨次花进
行田间管理。

“有了彭理事长帮忙，我
们脱贫就有希望了。”杨次花
感激地说。“不要夸我，要不
是村里支持，我也没这个能
力帮助大伙儿。”彭保凤说。

彭保凤所在的雄石街道
象 山 村 位 于 贵 溪 城 郊 。
2007 年，村里因城市建设需要必须拆迁，彭保凤
家也在拆迁之列。她担心未来的生活保障问题，
遂要求政府加大补偿力度，成了当地有名的上访

“专业户”。
村党支部了解了她的担忧后，为她量身定做

了一个种植草莓、依靠产业发家致富的路子。
2014 年，村党支部为彭保凤争取了创业扶持资
金，在路边为她支起了一块草莓种植“试验田”。
彭保凤不懂技术，村干部帮助她找资料、下载视
频，并特意请来种植专家为她提供技术指导。一
年下来，彭保凤就赚了 5000多元。

2015年，尝到甜头的彭保凤想扩大草莓种植
规模，但缺乏资金，村党支部再次伸出援手，筹集
资金 2 万多元，帮助彭保凤将种植规模扩大到了
4亩，当年收入就达到 4万多元。

致富后的彭保凤对村党支部充满了感激。
“政府帮了我，我得感恩啊。这不，市里精准扶贫
工作启动后，我就主动帮扶贫困户种植草莓，让
他们也和我一样，走上致富之路。”彭保凤说到做
到，她成立了保茂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带动 19
户农户一起种植草莓，其中贫困户 13 户，草莓种
植面积扩大到 11亩。

“我把贫困户分为两类，分两种办法帮扶。”
彭保凤告诉记者，对完全没有劳动能力的贫困
户，同意其以政府产业扶贫资金入股，不须他们
任何付出，产出后按股分红；对有部分劳动能力
的，则手把手指导他们进行种植和管理。彭保凤
经常帮贫困户打理大棚，“我们辛苦点，他们脱贫
致富的步子就走得快一点。百姓收入有保障，生
活才有奔头。是政府的脱贫攻坚让所有群众都
有了盼头。”彭保凤说。

上访专业户变身致富领头人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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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建军报道：日前出台的《广东
省脱贫攻坚责任制实施细则》明确提出，广东省脱
贫攻坚按照省里负总责、市县镇抓落实的工作机
制，构建责任清晰、合力攻坚的责任体系。

《细则》明确，市级党委和政府负责对扶贫项
目实施、资金使用和管理、脱贫目标任务完成等工
作进行督促、检查和监督，重点做好上下衔接、统
筹协调、督查考核工作。《细则》指出，县级党委和
政府承担脱贫攻坚主体责任，负责制定本县脱贫
攻坚实施规划，优化配置各类资源要素，组织落实
各项政策措施，县级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人是第
一责任人。《细则》还明确，出现贫困村、贫困人口
识别和退出不精准等问题的，将按照规定对当地
县级党委和政府严肃追责。

广东出台脱贫攻坚责任制细则

彭保凤（左）在草莓大棚里指导贫困户进行田

间管理。 徐卫华摄

▷ 马巴村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有效解决了广大

群众行路难、上学难、吃水难等问题。图为焕然一新

的马巴村。

黎元军摄

◁ 马巴村对建档立卡

贫困户开展一户一人一技能

劳务技能培训，以此实现稳

定脱贫。

黎元军摄

第一书

记工作队帮

助沾化规划

建成了集旅

游 采 摘 、休

闲 娱 乐 、民

俗游览于一

体的千亩冬

枣 采 摘 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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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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