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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鸡盼下蛋，然而前几天，河南省
内黄县东庄镇大村的蛋鸡养殖户兰现
杰却以 12 元一只的价钱，忍痛把 300
多只正下蛋的鸡当做肉鸡卖掉了。至
此，他办了 7年的养鸡场里没有了一只
鸡。兰现杰表示，春节前，鸡蛋价格就
在回落，春节过后鸡蛋价钱明显下跌，
他养了 5000 多只鸡，从春节到现在已
赔了30000多块钱。

兰现杰只是当地众多卖鸡的养殖户
中的一个。近期，在东庄镇东野庄、西野
庄等村庄的养鸡户也纷纷卖鸡。据调
查，目前当地有80%左右的养鸡户把鸡
卖掉了,当地蛋鸡养殖陷入困境。

据养殖户反映，养蛋鸡投入大，就拿
鸡饲料来说：鱼粉、麸皮、玉米、油等按比

例搭配成混合饲料，一斤合 1 块 2 毛多
钱。产一斤鸡蛋，光饲料的价钱就是 2
块五六毛钱，而在市场上，一斤鸡蛋的零
售价是 2块，一斤鸡蛋赔五六毛钱。要
是按批发价，一斤才卖 1块 8，比零卖价
还要多赔 2毛钱。这还不算别的费用，
若把水、电、人工、防疫等费用加上，赔的
就更多了。看到市场上鸡蛋价格没有回
升迹象，只有早早把鸡卖掉，以减少
损失。

据了解，今年鸡蛋价格“跌跌不
休”的根本原因还是供大于求。前年，
养鸡形势不错，导致去年很多社会闲
余资金进入蛋鸡行业，一时间当地养
鸡场建设如火如荼，造成蛋鸡产能过
剩。今年以来，小范围的 H7N9 疫情，

导致部分老百姓“谈鸡色变”，一定程
度上也减少了对鸡蛋的需求。

鸡蛋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食
品，我国鸡蛋主要依赖于居民消费，
而 居 民 对 鸡 蛋 的 需 求 是 基 本 稳 定
的。产量过剩了，价格就会走低，后
面进场的养鸡户，就会有一定损失，
也就形成了蛋鸡养殖的“大小年”形
势。面对已经陷入困境的蛋鸡养殖，
一方面希望有关部门采取有力措施
应对，减少养殖户损失；另一方面对
于养鸡户来说，在做好鸡病防治、养
好鸡之余，也要对市场行情有一定了
解，不盲目跟风，才能在纷纭变化的
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

（河南省内黄县 杨春旺 杨会斌）

柳树渠村急盼治

﹃
沙害

﹄

精准扶贫要抓住痛点

扶贫当知民所需
近年来，各地不断在精准扶贫上下功夫，诸如“结亲

连心”“结对帮扶”等一系列的精准扶贫措施接踵而出。其

初衷是把帮扶任务层层分解，把帮扶责任落实到人，满足

贫困群众的多样化需求，强化帮扶实效。

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少数地方为了交差了事，在无后

续配套跟进的情况下，通过文件简单摊派硬性任务，导致部

分没有农村扶贫经验的同志手足无措，为了完成“任务”，只

是象征性地过年过节送点米面，给点钱；还有一些地方，财

政部门投入的资金，不是用于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提高农产

品科技含量，增强农产品市场竞争力，而是一味地搞一些群

众不了解不认同的低效的农业扩大再生产。这样做，不仅没

改变贫困村的现状，反而寒了广大贫困群众的心。

农村贫困的根源各种各样，有的村地处偏僻，交通不

便，信息不灵，穷在没有致富路；有的村土地贫瘠，穷在没有

优势；有的村虽然土地肥沃，交通也便利，但穷在没有产业

和项目；有的村信息不灵，市场渠道不畅，穷在农副产品卖

不出去。有的农户因没有一技之长，找不到致富门路；有的

农户缺乏资金，想发展产业和项目没有金融支持；有的农户

因病因残，没劳力没收入来源。

群众的需求是精准扶贫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精准扶

贫不能“撒胡椒面”“锦上添花”，必须抓住痛点、落在实处，要与

贫困群众进行“面对面、心连心”的交谈，真实地了解贫困群众

对精准扶贫的渴望和需求。在制定帮扶政策上当好“责任人”，

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不落一户，

不落一人；在落实帮扶措施上当好“实干家”，对交通落后的村，

要通过争取资金，改善交通状况，让农村物流、人流活起来；对

不适宜农户居住的、自然条件差的偏僻村，要通过整体搬迁，将

农户迁移到条件较好的地方来；对没有产业和项目的村或者产

业和项目少的，要认真做好立项调查，选择适宜的产业，带动农

户致富；对想发展而缺少资金的贫困户，要切实加强农村金融

服务；对没有技术的农户，要组织参加技能培训。

扶贫当知民所需。只有精准地

掌握群众的需求，才能将各项扶贫

工作开展好、落实好，才能真正将

贫困户引上致富之路。

（山东省高密市 单立文）

编辑同志：
近期，我们在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尔果斯市伊
车嘎善乡柳树渠村实地调查和入户
走访发现，贫困村农民脱贫难度依
然较大。

柳树渠村共计375户，其中低
保户114户，2016年精准扶贫贫困
户13户，2017年新增精准扶贫贫
困户2户。村里基础设施落后，生
产生活条件差，抗灾减灾能力和自
我发展能力弱，因病、因灾返贫的
现象突出，持续发展、稳定增收的
基础还很弱，巩固和提高扶贫成果
难度较大。

目前，全村面临的最急迫的问
题是村里的河道治理。柳树渠村一
队河坝是切德克苏河的一段，原东
西宽25米，近两年因沙石开采、河道
冲刷导致变宽为150余米，河道与
农田高度落差达6米之多，农田边种
植防护林也起不到作用，造成农田
流失260余亩。河道的冲刷，造成耕
地面积的减少，导致部分村民失去
重要的生产资料。村民迫切希望能
够采取硬质化的护岸进行复垦。河
道治理，最主要的是缺乏资金来
源。2016年，村集体收入仅有7.11
万元，且来源单一，主要是一些收缴
的承包租赁费，缺乏村办经济实体
和有效手段。

此外，村里人才缺乏，贫困程度
深，增收渠道窄。由于历史、经济发展、教育等各方面的原
因，村里劳动者的文化素质普遍较低，加之交通闭塞、市场信
息获取方式狭窄等因素的影响，以及受语言障碍和科技素质
不高的影响，限制了外出劳务输出，部分贫困户和低保户只
能依靠季节性农事务工增加家庭收入。

近年来，随着国家扶贫力度的加大，贫困村农民得到
了更多的关注与帮扶，但这种帮扶还存在很多不完善的
地方，贫困村农民脱贫难度仍然较大。类似柳树渠村这
类的贫困村，由于地处偏远、信息闭塞，对口帮扶单位难
以及时予以援助，或者难以一下子满足脱贫需求。如何
将群众的需求与扶贫工作精准对接，应是今后扶贫攻坚
工作的重点，希望有关部门能把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
提高农民素质、建设农业服务体系作为扶贫主攻方向，结
合实际，遵循群众意愿，认真进行规划，把脱贫攻坚工作
真正落到实处。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四师62团“访惠聚”驻柳树渠村

工作队 宋金来 顾文革

编者按 我国扶贫开发进入“啃硬骨
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扶贫工作面临精
准发力难、主体对接难的新问题。准确掌
握贫困群众需求，才能更加精准地推动扶
贫开发工作的发展，促进农民增产增收。
近期，有读者反映，一些地方的扶贫工作
还没有抓住脱贫的痛点，导致贫困群众脱
贫难度依然很大，应把群众的需求与扶贫
工作精准对接，遵循群众意愿，才能把脱贫
攻坚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云南省会泽县待补镇箐门村——

基础设施待改善

三马村是一类贫困村，全村有 7 个村民小组，386 户 1429
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122 户 418 人。村里至今没有通生
产用电，村民发展种养殖业无法使用动力电，急需安装变压器
以提升电压，使贫困户能够使用动力电发展种养殖业；塘家沟
组至今没有通公路，需要修建 4 公里通组路；全村仍有 37 户
人家面临人畜饮水困难，需要钻井取用地下水解决。此外，还
希望能给人口比较集中的三马组、滴水岩组、皮家沟安装太阳
能路灯 40盏，给夜晚黑漆漆的山寨带来光亮。

联系人：尚永华 电话：18984775822

(贵州省委宣传部 陈 龙整理)

双盐村辖 11 个村民小组，总人口 1450 人，建档立卡贫困
户 48 户 184 口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尤为落后：一是需要维
修整治病危石河堰 3 处，维修整治山坪塘 5 口，以解决农业生
产用水需要。二是全村现有 13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居住在危
房里，需要维修或翻建。三是该村及附近村庄垃圾乱堆乱放
问题突出，影响村民的生产生活，也对环境造成了比较严重的
污染，需要建立一个垃圾填埋场，以解决该村及附近村庄的垃
圾污染问题。此外，希望能在村里建一个文化广场，为村民活
动提供场地。

联系人：张 伟 电话：15984249287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政协 罗文明整理）

四川省安岳县南薰镇双盐村——

危旧房屋盼改造

目前，村村通公路的主路只修到芦虎沟村部，还有 3 个村
小组没有通公路，村里仅有不足 1 米宽的崎岖土路。每年一
到雨季，河滩一段就面临断路，来往车辆无法通行。供电方
面，电力资源严重缺乏，急需增加 50 千伏的变压器一台。通
讯方面，村里尚未接通有线电视，网络信号覆盖不够。饮水方
面，村里都是几家一起连户挖井打的自来水井，水管离地面深
度不够，每到冬季就会结冻，造成村民饮水困难。教育方面，
村里没有一所幼儿园和小学，孩子上学，只有送到 20 里外的
转角房小学，这些都是芦虎沟村脱贫致富路上的“拦路虎”。

联系人：王金兰 电话：15003143868

河北省承德县三家镇芦虎沟村——

公路啥时通到村组

胡桥村全村共有人口 1089 人，精准扶贫户 31 户。近年
来，胡桥村从广西引进柿子产业，按照“特色产业+贫困户”模
式，扶持更多的有劳动能力和种植意愿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脱
贫致富。但目前产业发展面临困难：一是资金投入较大，贫困
户普遍缺乏资金进行后期投入，银行也无法给予贷款；二是为
便于柿子运输和销售，村里计划将果园的 2.5 公里水泥路硬
化，但还有部分资金缺口亟待解决；三是与周围村庄特色产业
错位发展不足，缺乏抱团发展理念，希望能在政府的组织下，成
立全镇或是全县产业联盟。

联系人：张金玲 电话：13870278390

江西省九江县胡桥村——

产业发展缺资金

箐门村地处滇东北乌蒙山主峰地段，海拔 2360 米，辖
12 个村民小组 560 户 1945 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186 户
606 人。全村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基础设施滞后：一是交通
方面，全村 12 个村民小组，通路小组只有 8 个，公路总长 9 公
里多，全部为砂石路面，有 4 个小组 6 个自然村未通公路，需
新修公里 12 公里，解决出行难问题。二是农田水利方面。全
村耕地分布于坝子内箐门大河、关仓小河两岸，耕地质量较
差，农田水利设施老旧，抵御旱涝灾害的能力较弱。需要新建
拦沙坝 5 座，治理河堤 18 公里，修建桥梁 2 座，修建沟渠 80
米。三是饮水安全问题。存在水量分布不均、水质不达标及
供水保证率不高等问题，需新建取水点 2 个，30 立方米蓄水
池 4 个，20 立方米蓄水池 1 个。四是居住条件亟待改善。绝
大部分农户的住房为土木结构，少数为砖混结构，农户房屋居
住条件已有明显改善，但仍有 87 户贫困户的房屋需要重新修
建，33 户需要维修加固。五是通讯条件差。目前，村里建有
移动、电信通信基站 2 座，地处边缘的几个村民小组由于离基
站较远，信号时有时无，需要新建网络基站 2个。

联系人：周顺伟 电话：13732763693

（云南省会泽县待补镇党政办公室 刘志波整理）

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三马村——

生产用电何时通
①6 月 7 日，河南省商水县平店乡扶贫办工作人

员对建档立卡贫困户信息进行审核把关。该县根据

致贫原因因户制宜，积极开展产业帮扶、合作帮扶、

培训帮扶、兜底帮扶。 赵永昌摄
②6 月 4 日，江西省遂川县碧洲镇宏山乡村，种

荷能手王头生（左）正在基地给乡亲传授管护荷花技

术。该县一批种养大户自发加入传技帮困的行列，

把自己看家本领无偿传授给贫困群众。 李建平摄
③山东省阳信县将光伏扶贫作为脱贫攻坚的重

要抓手，在全县建设近万套光伏发电系统。

林世军摄

①①

②②

③③

蛋价下跌，农民卖鸡减损

贫 困 村 啥 需 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