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仅
2016 年，凭借发展特色产业，贵州省黔西
南全州3个贫困乡镇摘帽，132个贫困村退
出，10万贫困人口脱贫，交出了一份漂亮的
脱贫成绩单。

实现稳定脱贫，发展产业是关键。农
业部副部长余欣荣说，贫困地区应学习黔
西南州，促进特色优势产品上规模、成产
业，带动农民脱贫增收和区域经济发展。

产业咋选定
集中优势打造三条产业带

产业是发展的基础，是脱贫的主要依
托。但什么样的产业能脱贫？这是黔西南
州近年来一直在探索的。

黔西南州是滇桂黔石漠化连片地区的
核心区域，全州有 7 个国家级贫困县，“十
三五”时期尚有 43.23 万人需脱贫，是全国
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

其实黔西南州农业产业基础不错，这
里是小白壳薏仁米的原种地，盛产茶叶、甘
蔗、核桃，生猪、羊的养殖传统也由来已久，
但为啥还是穷？

贵州省农委主任袁家榆说，州里的农
民一直在搞种植养殖，但大多零零散散不
成气候。再加上全州山多地少，种庄稼效
益低，农民主要靠外出务工为生。

到 2020 年要实现整体脱贫，完成脱贫
硬任务，留住劳动力、千方百计发展产业成
为黔西南州人的共识。

产业咋选？一个地区、一个产业的发
展，必须要发挥比较优势。同时，还要规避
市场风险，一旦方向选择失误，产业受挫，
贫困户也会蒙受损失。前些年有些地方集
中发展金针菇、杏鲍菇，造成供给过剩、行
业亏损，就是前车之鉴。

袁家榆说，基于种种考虑，立足山地气
候及地形优势，黔西南州因地制宜规划了3
条产业带：在低热河谷地带打造以精品水
果、早熟蔬菜、水产养殖为主导的特色农业
产业；在缓坡温凉地带着力打造以薏仁米、
中药材、食用菌、优质烤烟为主导的特色农
业产业；在高山温凉地带打造有机茶叶、干
果为主导的特色绿色产业。

因地制宜，多元经营，分散风险。袁家
榆认为，农业是黔西南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的“主业”，这个古老产业担负着新的使命，
也面临着新的机遇，需要以新的视角与方
式去将农业产业与扶贫相结合，走出一条
产业扶贫新路。

资金咋吸引
政府带头 企业跟上

传统种养业的规模化生产和产业化

经营投入大、投资回收期长，企业在贫困
地区的投资积极性不高，项目带动贫困户
增 收 的 能 力 也 有 限 。 如 何 突 破 这 一 瓶
颈？黔西南州给出的办法是“政府扶持＋
模式创新”。

首先是政策加力，投入向产业倾斜。
以薏仁产业为例，薏仁在黔西南拥有 400
多年的种植历史，其所具有的药用价值和
食用价值极高。近年来，贵州省将其作为
龙头产业发展，专门设立了1200 亿元产业
扶持基金，黔西南州政府也积极搭建科研
平台，构建薏仁高端产品研发体系，并出台
出口奖励政策，拓宽产品市场份额。

其次，创新产业扶贫模式。为在薏仁
的产业链中带动贫困户脱贫，黔西南州采
用“龙头企业引领、传统产业裂变、带动群
众脱贫”的企业基地农户利益共联机制，探
索多方共赢的脱贫模式。

贵州汇珠薏仁集团在黔西南州安龙县
率先尝试让贫困户分享产业发展的红利，
公司与专业合作社签订收购合同，按每公
斤 6 元定价收购。合作社协调农户种植，
算下来，农户种植薏仁每亩可增收约 1800
元，是种植玉米的 3 倍。据介绍，汇珠公司
这种经营模式共带动 2 万户农户（其中贫
困户约 2000 户）种植薏仁，户均增收 7500
元，共计1.5亿元。

汇珠薏仁集团只是黔西南州薏仁产业
发展的一个缩影。2016 年，全州薏仁种植
面积 60 万亩，薏仁加工企业和作坊有 400
多家，开发出 40 多个精深加工系列产品，
企业加工产值达 10 亿元以上，薏仁原料市
场份额占到全国的70%。

另一产业光伏也成为黔西南州的扶
贫重头戏。在黔西南州，农户流转土地给
企业发展光伏和建大棚，企业为流转土地
的农户在房屋上建光伏发电设施，同时优
先招收周边贫困户管理大棚并保底分红。

在安龙县光伏小镇，5000 多个大棚上
铺设的光伏板在“捕捉”阳光发电，大棚里
面，“扶贫菇”“扶贫灵芝”正在生长。小镇
承建公司大秦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光伏
小镇采用“农光互补”方式，利用高层发电，
低层空间提供给贫困户种植农作物，公司
为精准贫困户免费提供菌袋，为普通贫困
户提供“特惠菌袋”，并给予技术支持，约定
托底收购。

除了种植收益，按照设计，小镇农户还
有土地租金、打工收入、种植收益、光伏发
电收入及旅游带动的收入，变身“五金”农
民。试行一年，一算脱贫账，光伏小镇这种
以“企业扶贫＋产业扶贫”的扶贫模式，带

动周边贫困户 1000 户以上，户均年增收 3
万元以上。

效果咋持续
让农户有一技之长

产业发展有了方向、有了资金、有了模
式，就能带动贫困户脱贫。但产业扶贫效果
如何，最终还是要看贫困户是否能长期脱
贫，有没有自我持续发展能力。只有让贫困
户拥有一技之长，有活干、长收益，才能真正
变“输血”为“造血”，实现稳定脱贫。

钟根是安龙县阿召村的贫困户，家里
有两个娃娃和一对生病的老父母，经济状
况很窘迫。今年，钟根在安龙县食用菌产
业园承包了两个由政府扶贫资金修建的食
用菌大棚。据他测算，如果管理得好，一年
卖鲜菇收入将可达到 10 万多元，扣除 3 万
元左右的成本，纯收入有近 7 万元，“就靠
这两个大棚，今年我应该就可以脱贫喽，更
重要的是，我学到了种植技术，挣到钱后，
我要自己盖个大棚种食用菌”。

钟根并不是受益于产业园的唯一贫困
户。2014 年，安龙县引进浙江丽水庆元团
队成立贵州安庆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与
之共同投资建设安龙县食用菌产业园，并
创新和定制了“扶贫资金建棚、贫困户租用
孵化、企业保底收购、实现三方共赢”的

“1210”脱贫模式，即1户贫困户每年租用2
个大棚种植食用菌，两年收入可达10万元。

“公司与贫困户签订合同，保底收购，每
斤香菇 4.5 元，还免费为农户提供技术指
导。”该公司负责人说，目前食用菌产业园已
入棚种植农户100户410人，其中精准扶贫
户331人，带动1000余人创业。

如果有劳动力的贫困户不管活干得好
不好，都有兜底收购与固定分红，容易养懒
汉，影响脱贫自主性，也脱离了产业扶贫是

“造血”扶贫的初衷。基于此，食用菌产业
园负责人说，产业园的种植大棚使用实行
滚动发展，两年一轮换，同一贫困户在大棚
中种植香菇满两年，实现脱贫后，就换由新
的贫困户入棚种植，已脱贫并学会技术的
种植户可在园区或其他地方自建大棚继续
种植。这样既保证了扶贫覆盖范围的最大
化，也可避免“扶懒人”情况的出现。

当然，产业扶贫要保证脱贫效果的可持
续性，避免贫困户短期内收入得到增加、长
期却没有产业支撑持续增收的现象，除了要
利用新型经济组织带动，还得立足长远，建
立长效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之患。

位于滇桂黔石漠化连片地区核心区的特困州——

黔西南州一年脱贫十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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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乐安增田镇石陂村大棚蔬菜扶贫基地
内，菜农在采摘蔬菜。当地采取“党支部+合作社+
基地+贫困户”的模式发展大棚蔬菜，直接带动30
多户贫困户脱贫致富。 谭立华摄

瓜菜丰收乐农家

核心阅读

“当时搬迁时还有点担心，怕买不起房
子，但是旧房拆除后，国家又给了扶贫搬迁补
助款，我们一分钱不花就住上了这么好的楼
房，做梦也没想到，比在山上强一百倍。”搬进
崔家沟社区的原山东省省级重点贫困村——
费县朱田镇崔家沟村村民告诉记者。

山东费县位于蒙山之阳，属于沂蒙革命老
区的中心位置，崔家沟村就坐落其中。由于土
地贫瘠，交通不便，崔家沟村长期为贫困所
困。而当地实施的易地搬迁扶贫项目，使村
民搬出山沟，迁往镇上修建的“崔家沟社区”，
彻底挪出了穷窝，拔掉了穷根。

为确保村民搬得出，费县县委、县政府制
定了“先安置，后拆迁”的原则。首先投资 1
亿元，在镇驻地建设了崔家沟社区作为项目
安置社区。过程中充分尊重群众意愿，整合

利用扶贫搬迁、土地增减挂钩、危房改造资
金，顺利完成了安置工作。如今，16 栋住宅
楼全部建成，并实现了 260 户贫困户零负担
入住，270户随迁户最大优惠入住，最大户型
负担不超过3万元。

为了解决搬迁后村民的就业问题，真正
实现“离土不离乡，就业不离家”。费县规划
建设了“两园一中心”：“两园”即木业产业园
和服装产业园。木业产业园占地 400 亩，计
划总投资 1 亿元，已落地企业 7 家，吸纳 320
名群众就业，其中贫困群众 73 名，月均收入
2800 元以上；服装产业园规划占地 650 亩，
总投资 2 亿元，可容纳服装加工企业 20 家。
目前已落地服装加工企业 12 家，7 家实现投
产，吸纳 860 名群众就业,其中贫困群众 212
人，月均收入 3000 元以上。“一中心”即镇居

家灵活就业中心。中心通过对贫困群众进行
实地培训，实现增技与增收双赢；通过提供居
家就业岗位，实现就业与居家兼顾。截至目
前，已培训360人，其中在中心和居家灵活就
业群众 126 名，贫困人口 34 人，年收入可达
12000元以上。

为确保村民致富，费县科学制定了“一轴
双核两带八区”规划。对项目区1万余亩土地
实施区域整体产业开发，投资 1.9 亿元，用于
道路、水利和土地整治等基础设施配套。目
前已完成土地复垦 940 亩、土地整理 1.3 万
亩、新增耕地4000亩、新修道路65公里，174
座桥涵、3 座小型水库基本完工。已栽植桃、
苹果等果树近40万棵、植树造林4350亩，完
成土地流转1.2万亩，成立5家合作社。全村
768名贫困人口中，有34人居家灵活就业，人
均年收入5000元；89人在合作社和家庭农场
就业，104 人在项目区就业，人均年收入 1 万
元以上；23人在木业加工园就业、67人在服装
产业园就业，人均年收入 2 万余元，227 名低
保贫困户通过土地流转提供公益岗位、兜底
保障等措施实现脱贫。村集体按每亩年租金
600元出租新增耕地，年实现增收240万元。

文/张清华 王莉丹

杨玉祥是河南省济源
市下冶镇吴村驻村第一书
记，他的工作笔记本，除了
密密麻麻的记事，还有几
张手绘的脱贫户分布和致
富项目图，村里人称之为

“脱贫地图”。
济源下冶镇位于王屋

山深山区，位置偏僻、交通
不便的吴村共 150 户 610
口人，712 亩耕地散布在
山间。2015 年秋，济源市
国税局与吴村结对子，国
税干部杨玉祥成为驻村第
一书记。

扎进吴村，杨玉祥白
天和村民在田间地头一起
干 活 ；晚 上 进 家 入 户 拉
家常。他要尽快把济源市
国税系统200多名干部与
全村人的“亲缘”结起来。
两个月后，他画了一幅“吴
村贫困户分布图”，全村
14 户贫困户 58 人，每家
的位置、房屋朝向、家中人
口画得一清二楚。每户旁
边，还列上了国税局一对
一结对帮扶责任人的联系
电话。“贫困户家住哪，几
口人，帮扶人是谁，咋联
系，一看图就知道。”杨玉祥说。

这张图，杨玉祥随身带着，脑子里思路也理
清了。“两建两转”两年脱贫规划亮相：加强村里党
建和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全村交通、生态和人居
环境；加快村里土地流转，牵线搭桥将闲散劳动
力往城市转移。全村人感受到的变化扑面而来：
修改完善村规民约，指导成立吴村红白理事会,
严格花费标准；“孝子”“好媳妇”“好婆婆”半年评
一次；山村卫生清洁活动月月开展。

吴村是全镇第一个土地确权村。杨玉祥上
山一步步丈量出每一分可规划进行平整的荒
地，一块块画出来，形成了“吴村土地平整规划
图”。接着，他四处奔波，争取国土资源部门支
持，平整土地开荒山，两年来让村里新增近200
亩可耕作农地。随后，在村里流转土地 70 亩，
引导 46 户村民规模种植辣椒、白菜萝卜制种，
集中养殖牛、羊、鸡。去年底，全村户均年收入
达 5500 元，14 户贫困户全部脱贫。为防止贫
困户返贫，2020 年前，杨玉祥会一直驻在村
里。不过，现在他随身带的，已是另一张图——

“吴村奔小康规划发展图”⋯⋯

驻村第一书记的

﹃
三张图

﹄

本报记者

魏永刚

通讯员

王

宇

“以前种田，每年收入只有几千块钱。现
在用山地权入股合作社，每年都可以拿到分
红。”在江西省共青城市泽泉乡关帝庙村，68
岁的村民李代进告诉记者。老李一家是贫困
户，虽有强烈的脱贫愿望，但由于缺乏技术和
劳动能力，一直难以摆脱贫困。

金牛山庄是当地人李良武利用荒山荒地投
资开发的农业观光项目，通过建立合作社，让
村民以山地权入股，每年享受股权分红。同
时，合作社还吸纳十多名贫困户就业，让他们
都可以拿到一份稳定的工资。今年初，山庄安
排老李看管果园，一年工资收入就有2万多块
钱，加上合作社的股权分红，年收入超过3万
元，让老李一下子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

前山村 12 岁的村民吴新祥也是受益者之
一。多年前，吴新祥被确诊患了血友病，每年
保守治疗就需近 5 万元，全家因此陷入贫困。
当地企业家叶天明在其创办的江西九岭酒业有
限公司为吴新祥的父亲吴胜明安排了一份工
作。吴胜明告诉记者，“这份工作时间弹性
大，方便照顾小孩，每月工资有 2000 多元，
对我家帮助很大”。

据了解，在共青城市，像李良武、叶天明
这样利用自身力量积极帮助贫困户脱贫的企业
家不在少数。江西共青城市积极鼓励企业家们
通过资金资助、安排就业、结对帮扶等形式，
参与脱贫攻坚工作，取得较好效果。

江西共青城：

企业家暖心帮老乡
本报记者 杜 铭 通讯员 肖德法

山东沂蒙老区崔家沟村：

挪 出 穷 窝 拔 穷 根
位于山东费县沂蒙革命

老区的崔家沟村，因土地贫

瘠，交通不便，长期为贫困所

困。该县实施的“崔家沟易地

搬迁扶贫项目”，使村民全部

搬出山沟，按照“先安置，后拆

迁”“离土不离乡，就业不离

家”原则，该县多举措解决搬

迁村民生活、就业问题，使他

们彻底挪出了穷窝，拔掉了

穷根

黔西南兴仁县薏仁米基地。黔西南把发展薏仁作为特色优势产业，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薏仁加工集散地，带动不少贫困户就业。

本报记者 李华林摄

黔西南兴义市顶效镇楼纳村大力发展农村观光旅游特色产业，给周边贫困户提供就业

岗位和发展机遇。 本报记者 李华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