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肃省武威市有条“金色大道”，起
于武威市凉州区金太阳高新技术产业园，
终于古浪县大靖镇，全长185公里。

虽然叫“金色大道”，但这条大道并
非处处是黄金。相比起点高新产业园欣欣
向荣的景象，作为“金色大道”终点的古
浪县却还是国家级贫困县。

导致贫困的原因有很多，居住地自
然环境恶劣是其中重要的因素。武威市
的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祁连山高深山
区、浅山干旱区和北部沙漠边缘，生态
性贫困成为制约武威经济社会发展的一
大瓶颈。

搬离深山建新村

离古浪县城 10 多公里处有一座铁柜
山，属于祁连山脉分支，海拔 2800 米，
虽不算高，但基本都是土沙路，道路实在
难走，就算开车也要半个多小时。

“这片山上原来有 3 个村子，近 3000
名村民。村民主要靠种植小麦、豆类等农
作物为生，因常年干旱少雨，都是靠天吃
饭，人均年纯收入不足1200元。”古浪县
十八里堡乡党委书记王贵对 《经济日报》
记者说，山上条件艰苦，行路难、就医
难、上学难、饮水难、增收难等问题十分
突出。

在山上，记者看到了搬迁后一座座废
弃的土坯房屋和残砖破瓦。

“这里的村民搬家时，全部的家当都
超不过 1 万元，生活得太艰苦了。”王贵
说，冬天取暖要靠烧煤，山下买5毛钱的
煤 ， 搬 上 山 就 要 1.2 元 ， 很 多 家 都 烧
不起。

古浪县委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按照
2011年确定的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的
新的国家扶贫标准，古浪县贫困人口超过
20 万人，贫困面 55.19%，比全省高出 15
个 百 分 点 ， 在 全 省 86 个 县 区 中 排 第
10位。

“对生存环境恶劣、一方水土养不了
一方人的地方，要下决心移民搬迁一

批。”2011年末，经过深入调研、广泛论
证，武威市委部署实施了高深山区贫困农
牧民“下山入川”生态移民工程。

“居民都搬到哪里去了呢？”记者问。
“走，我带你们去看看。”记者跟着王贵下
山，驶上高速公路，约1小时的车程，便
看到了一片完全不一样的景象。

就在“金色大道”的两旁，一排排标
准化灰瓦白墙的新农居错落有致，十分漂
亮。文化服务中心、医疗室、幼儿园等公
共设施一应俱全，孩子们正在新建的广场
上玩耍；宽阔的公路上，运输农产品的车
辆来回穿梭。

刚从大棚干完农活回来的村民王树武
看见记者，热情地招呼大家去他家看看。

“我们是去年搬下来的，和山上比这
里就是天堂了。”59 岁的王树武和儿孙一
起住，新房子客厅、厨房、厕所、院子一
应俱全。

“现在出门就是公路，我小孙子上学
太方便了，医院就在家门口，再不用走 3
个多小时的山路了。”王树武说，没想到
自己有生之年还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据介绍，古浪县 2011 年 4 月份制定
了铁柜山移民搬迁实施方案，经过5个月
的努力，在川区条件相对较好的黄花滩乡
金滩村，新建 72 户砖木结构的瓦房，春
节前后铁柜山村307名贫困群众全部搬迁
入住。

产业配套“稳得住”

村民从山上搬下来后，生活条件有所
改善，可如何能“稳得住”？从根本上解
决脱贫问题，武威市有自己的创新思路和
新探索。

上午9点多，村民白天成带着他刚刚
摘下来的茄子到收购站去卖。从去年 10
月份开始种大棚，这已经是他第4次去卖
茄子了，一共卖了3000多元。

“我原来在山上养羊，搬下来后，政
府给每户分了大棚，我就开始种茄子
了。”白天成说，自己没种过大棚，村里

的技术员都是手把手地教，等都学会种好
了，一年一个大棚的收入能有2万多元。

为了实现武威市提出的“当年下山、
次年脱贫、三年致富”的目标，古浪县大
力发展设施农牧业+特色林果业主体生产
模式，为“下山入川”移民群众提供户均
2座大棚、人均1亩的经济林。

“为了教会村民种植，让产品有销
路，镇上还对接了农业公司。”西靖镇党
委书记杨昆山说。

正在收茄子的陕西恒润现代农业有限
公司总经理杨建军就是政府主动对接
来的。

“这里光照长、温差大，特别适合种
植东方长茄。茄子主要销往西安、重庆等
地，销路特别好。”杨建军说，公司为村
民提供种苗、技术，并负责收购，“村民
只要愿意干，1 个大棚 1 年 2 万左右的收
入是可以保障的”。

“这全钢架的大棚不便宜，老百姓有
钱建吗？”就在收购站的旁边，记者看到
一排排钢架结构的大棚闪着银光。

“这个不用担心，政府有补贴，有贷
款，百姓用得起。”杨昆山说。

正在大棚里干活的村民朱有礼，给记
者算了笔账：“建一个大棚成本大概 6.5
万元，政府补贴 4 万元。我家有两个大
棚，又通过精准扶贫专项贷款获得5万元
政府贴息贷款，基本不用自己出钱了。一
个大棚要是有2万元的收入，一年半我就
能还上贷款，两年就开始挣钱啦。”

培育特色优势产业已经成为武威市实
现贫困群众稳定脱贫，推动农业发展方式
转变的重要手段。据武威市以工代赈办主
任郑月华介绍，目前，武威市充分利用日
光温室、暖棚建设、良种引进、贷款贴息
等国家和省市产业扶贫资金，用于扶持贫
困群众发展设施农牧业+特色林果业的主
体生产模式，因地制宜发展反季节瓜菜、
红提葡萄为主的设施种植业和以酿造葡
萄、皇冠梨、红枣、枸杞为主的特色林果
业，以肉羊、肉牛、兔子为主的设施养
殖业。

山川长青三方赢

3 月的铁柜山已经开始有绿草萌生，
再过一两个月就将是一片生机盎然的
美景。

“自从村民搬下去，铁柜山的植被恢复
很快。”王贵说，这几年铁柜山林区已经发
现有狐狸、狼、石羊等野生动物了。

“整容”的不只有铁柜山，如今已经配
套成熟的黄花滩移民新村，原来是一片沙
漠。黄花滩移民安置点靠近腾格里沙漠南
缘。“沙上墙、羊上房，沙丘起伏、狂风肆
虐”，这是黄花滩最初的模样。

为何要搬到这里？
“实施‘下山入川’工程，关键问题就是

人往哪里搬。”郑月华说，古浪县北部沙区
有大片土地，因缺水而长期闲置，工程实施
之初，市委就制定方案，通过实施古浪县生
态移民暨扶贫开发黄花滩项目水利工程，
解决农业灌溉问题，盘活这片沙地。

2011 年，古浪县开始实施黄花滩“下
山入川”工程项目，利用黄花滩 8.62 万亩
荒漠、沙漠，以“金色大道”为中心线，在地
势平坦，交通便利的省道 308 线、“金色大
道”和民调渠沿线通乡油路之间建设了 12
个中心村，每个村安置4000多人。

“要让群众安下家，还得着力治住沙。”
实施“下山入川”工程以来，武威市在黄花
滩移民区周围治沙造林，改善生态。2012
年以来，北部沙区累计完成治沙造林29.83
万亩，封沙育林 52.8 万亩，农田林网 2.06
万亩，通道绿化 1120 公里，义务植树 1251
万株，沙区前沿林草植被由治理前的 20%
恢复到了60%以上，仅2016年就完成防风
固沙林 6 万亩，栽植各类苗木 2000 多万
株。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的围夹合
拢之势被遏制，曾经贫瘠的荒漠上重现生
机盎然的绿洲，真正实现了经济、社会、生
态效益的“三赢”。

据了解，2011 年以来，古浪县累计减
贫 15.6 万人，贫困人口下降到 4.7 万人，
贫困面由55.19%下降到13.31%。

山 上 川 间 两 重 天
——甘肃省武威市“下山入川”易地扶贫搬迁的新实践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齐 慧 李琛奇 顾 阳

重庆是一个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
区、大库区、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于一体的特
殊直辖市，属于欠发达地区。全市面积
8.24万平方公里，辖38个区县（自治县），户
籍人口 3371 万人，其中农业人口 1980 万
人。2014 年底，全市有 14 个国家级扶贫开
发工作重点县和 4 个市级贫困县、1919 个
贫困村、165.9 万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
7.1%。

在这种情况下，重庆市如何确保打赢
脱贫攻坚战？重庆市从实际出发，突出“六
个坚持”，使脱贫攻坚效果扎实显现。

坚持精准识别。在识别标准上，以农
民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低于国家扶贫标准为
贫困户识别标准，以农民家庭年人均纯收
入稳定超过国家扶贫标准为脱贫户识别标
准，以因灾、因病、因学为重要因素，以低保
户、残疾人家庭为重点对象，确保应扶尽
扶。在识别流程上，沉下身子，逐村逐户，
摸清底数。在识别确认贫困户上，通过看
收入、看吃穿、看保障、看稳定发展态势“四
看”和政策宣传、业务培训、识别对象、录入
更新、比对清理、评估验收、审批备案的流
程进行审核确认。2016 年，新识别贫困人

口5.7万人，清理“四类”人员17621人，建立
健全了精准扶贫台账。

坚持规划先行。先后制定了重庆市
《“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产业精准扶贫
“十三五”规划纲要》《“十三五”产业扶贫规
划》《旅游扶贫发展规划》等总体规划和多
个专项扶贫规划，18 个贫困区县也分别制
定“十三五”特色产业精准扶贫的项目落地
规划，形成了上下一体、多方联动的扶贫规
划体系。为了避免规划“束之高阁”，凡是
区县层面的规划，均按照产业“分门别类、
到村到户”的要求，实现贫困村和有劳动能
力的贫困户全覆盖。在此基础上，针对贫
困户实际情况，编制适宜的、可操作的项目
清单，形成“增收明白卡”。

坚持因户施策。根据不同致贫原因分
类推进“六个一批”：产业带动一批、搬迁安
置一批、转移就业一批、教育资助一批、医
疗救助一批、低保兜底一批。2016 年重庆
市安排18个贫困区县农业发展资金30.2亿
元，18 个贫困区县产业扶贫总投入 27.9 亿
元，实施产业扶贫项目5432个，新增扶贫特
色产业 58 万亩，总面积达到 483 万亩，覆盖
建卡贫困户 60.7 万人。2015 年以来下达市

级以上财政专项补助资金 24.5 亿元，到位
融资贷款 58.8 亿元，完成贫困人口搬迁安
置15.39万人。

坚持长短结合。既立足当前，围绕
2017 年“基本脱贫”的目标，解决贫困人口
眼前之困，又着眼长远，帮助贫困人口长久
脱贫、根本脱贫、可持续脱贫。重庆市开州
区立足“一村一品”“项目到户”，根据贫困
群众意愿确定了 24 种增收模式，使贫困户

“户户有位、对号入座”；同时，推行公司（合
作社）+基地+贫困户等模式，最大限度地
调动贫困户的生产积极性。2015 年以来，
全市培育新型职业农民5万余人。

坚持创新驱动。以改革试点为突破
口，探索建立股权收益扶贫、基金收益扶
贫、信贷收益扶贫、资产收益扶贫、旅游收
益扶贫等助农增收利益联结机制。比如，
在所有贫困区县实施农业项目财政补助资
金股权化改革，建立健全农业龙头企业、农
民合作社等市场主体与贫困户的利益联结
机制，股权收益按持股金额的 5%至 10%实
行年固定分红。截至目前，实施股权化改
革的农业项目 468 个，已量化资金 2.35 亿
元，部分项目开始分红，亩均分红 200 元以

上，实现了“联产联业”“联股联心”。同时，
大力推进农村集体资产量化确权试点、以
农村土地经营权入股发展农村股份合作社
等，通过保底分红等措施，增加贫困户租
金、股金和薪金收入。

坚持政策落地。一方面，市委市政府
先后出台了《关于集中力量开展脱贫攻坚
的意见》和《关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实施
意见》，市级有关部门制定了13个具体实施
方案，进一步明确整合财政资金，3 年脱贫
攻坚期内，将新增投入财政资金 82.8 亿
元。2015 年以来，全市共投入市级以上财
政扶贫资金 85.2 亿元，贫困区县累计整合
其他相关涉农资金170亿元。另一方面，切
实强化责任担当。全市上下牢固树立“一
盘棋”思想，把脱贫攻坚作为第一民生工程
和“一把手工程”来抓，适时开展各项政策

“回头看”，对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医疗扶
贫、低保兜底、高山生态扶贫搬迁等及时优
化完善，确保每项政策精准落地。同时加
强督导考核，健全集中督查、重点督查、专
项督查、社会舆论监督“四位一体”常态化
督查体系，严格执行脱贫攻坚一票否决和
捆绑考核。

脱贫攻坚需“六个坚持”
重庆市农业委员会副主任 高兴明

几天前，广西壮族自治
区来宾市象州县水晶乡马旦
村贫困户陆成新来到村民
委 ，找 准 机 会 把 一 个 装 有
1000 元人民币的大红包塞
给村里的第一书记吴茂华，
他结结巴巴地说：“吴书记，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
收下。”还没等吴茂华反应过
来，陆成新飞身骑上摩托车
一溜烟地跑了。

事后吴茂华只好找到水
晶乡纪委书记潘海飞和乡纪
委副书记覃玉波说明情况，
并在他们的见证下把红包还
给了陆成新。

陆成新为什么要给吴茂
华发红包？记者日前来到马
旦村民委了解情况，终于知
道了事情的缘由。

2016 年 3 月，象州县地
税局干部吴茂华被党组织委
派到象州县水晶乡马旦村任
第一书记。那天下着大雨，
吴茂华来到宽塘屯了解情
况，看到风雨中一幢墙壁开
裂的泥瓦房里到处漏雨，里
面还住着人。由于担心房子
会倒塌，吴茂华赶紧把住在
里面的人劝出来，而这房子
的主人正是贫困户陆成新。
47 岁的陆成新一直和长年
卧病在床的 81 岁老母亲相
依为命，自己没法去打工，农
业生产也搞不起来，家里穷
得叮当响，快50岁了也没找
到对象。

经过调查，吴茂华发现马旦村有不少像陆成
新这样的特困户。另外村里也存在不少问题：基
础设施落后、产业发展不起来、村集体经济是“空
壳”。

“唯有沉下心来扎扎实实地干，强基础、兴产
业，才能斩断穷根奔小康。”吴茂华和村两委班子
多次商量后，脱贫思路逐渐清晰。

面对村里基础设施落后的情况，吴茂华四处
找项目资金加以解决。马旦村有一条小河，隔着
对岸的 1500 多亩田地，小河稍一涨水村民们就
无法下地干活。吴茂华实地查看后，计划为村民
建一个滚水坝。很快，3.5 万元的帮扶资金到位，
仅一个多月水坝就建好了。

通过吴茂华的努力，马旦村的巷道也实现了
硬化，村民委也有了议事的会议室，村容村貌焕然
一新。吴茂华还建起了马旦党支部外出党员微信
群，让外出党员也能随时了解村里的大事小情。

为了解决村里产业发展不起来，村集体经
济“空壳”难题，吴茂华和村两委干部多次外
出考察，并根据马旦村山林多、环境好的优
点，确定建立马旦村委扶贫养殖基地，通过

“基地+农户”的模式带动贫困户脱贫。建基地
没有资金，吴茂华就厚着脸皮去各相关部门找
到支持资金近 20 万元；没有场地，他就租下一
个远离民居的废旧矿厂建鸡舍；没有技术，他
就四处请教，并请来技术人员帮助管理。2016
年 12 月，第一批 11800 只土鸡苗入棚养殖，这
些鸡苗长势很好，有望在今年4月中旬上市。依
托养殖基地，吴茂华鼓励建档立卡贫困户 6 户
20人、党员5人、致富带头人5人，按资金入股
的形式加入合作养殖。

在扶贫工作中，吴茂华最牵挂的是像陆成新
这样的特困户，他主动要求做陆成新的扶贫联系
人。在吴茂华的鼓励和帮助下，2016年陆成新种
下 5 亩糖料蔗，又申请到 5 万元贴息贷款和危房
改造项目。经过 1 年的努力，他的甘蔗获得了大
丰收，收入 13000 多元。最让陆成新高兴的是，
他处上了对象，新建的 70 多平方米的房子也赶
在 2016 年春节前入住了。陆成新非常感激吴茂
华，便给他包了一个红包表示感谢，这就是陆成
新硬塞给吴茂华红包的缘由。

吴茂华对陆成新说：“你给我红包，这是对
我工作的肯定，我感谢你。但我们有工作纪
律，红包是绝对不能收的。你要是真心感谢
我，就多种些甘蔗，多增加点收入吧！”陆成新
说，“我听吴书记的，今年要再多扩种几亩甘
蔗”。

一个红包背后的帮扶情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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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武威西靖乡阳光新村移民社区。
许吉年摄

云南省大理州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2.65万亩
无公害蔬菜喜获丰收。4月5日，该县南诏镇西纸
房村菜农在田间收获大田白菜。2016 年，该县投
资 34 亿元全面实施精准扶贫，引导农民发展蔬
菜、中药材等特色农业，切实增加贫困户经济收
入。 张树禄摄

无公害蔬菜助贫困户增收

△ 甘肃武威移
民新村村民朱有礼正
在管理自己的日光温
室茄子。

本报记者
李琛奇摄

2011 年，甘肃省武威市启动

实施海拔 2800 米左右高深山区

贫困农牧民“下山入川”生态移

民工程，建成古浪黄花滩、天祝

南阳山片等生态移民安置区，6

年累计完成“下山入川”生态移

民超过 3.5 万户、13 万人次。长

期生活在高深山区的贫困农牧

民移居川区，脱贫致富拔穷根，

走出了一条“建棚子、栽林子、抓

票子、盖房子、过上好日子”的扶

贫开发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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