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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能在乡村小学见到这么多图书。”贵州
省台江县教育局副局长王荣最近在该县台拱街道办
事处登鲁村登交小学调研时，了解到该校每名学生
拥有的图书竟然超过100册。

一本本图书，饱含着贵州省组织系统帮扶工作
队对当地孩子的深情。

登交小学是一所处于苗岭深山中的村级完小，
交通不便，距离县城只有12公里，汽车却需要在弯
弯曲曲的通村公路上颠簸40多分钟才能到达。

贵州省组织系统帮扶台拱街道办事处工作队队
员郭乾第一次到登交小学走访时，学校的破落情景
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学校建在山顶上，四周是百余米深的沟壑，没有
想象中石头或砖砌的围墙，而是用铁丝网围成，有些
铁丝已经生锈。

全校 200余名学生中，有 120 多人寄宿在学
校。“在学生寝室里，看到单薄的棉被，我就想，我能
帮孩子们做点什么？”郭乾在民情日记里记录了学校
的一些情况，以及校长杨通文请求帮助解决的事项。

下山后，郭乾多方争取，及时协调到价值2万元
的50床棉被套装送到学校，又积极与教育部门对接
联系，帮助学校重新安装一道铁栅栏。

登交小学的情况，也牵动着帮扶队员谢洪波的
心。谢洪波在学校图书室看到，那里仅有几本新华
字典以及一些零散的图书。于是，谢洪波积极向同
学和朋友介绍登交小学情况，请求他们给予帮助，一
张帮扶登交小学的大网慢慢铺开……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谢洪波、郭乾的多方奔走
和努力下，华侨公益基金会捐赠了1.6万册图书，价
值45万元，贵州人民出版社也捐赠了价值2万多元
的图书。

2万多册图书让登交小学原本就小的图书室显
得更加拥挤。学校特意腾出一间大教室，准备建一
个村级完全小学的图书馆，谢洪波、郭乾又多次到上
级单位协调，最终从贵州省青基会协调到4万元经
费，用于完善图书馆内部设施。

苗岭深处图书多
本报记者 吴秉泽 王新伟

初秋时节，湖北黄梅
县柳林乡飞虎岭村油茶基
地里，64岁的汪金山和
村民一起忙着除草、
施肥。

经黄梅县地税局牵线
搭桥，2015 年 10 月份，
安徽省宿松县企业家汪和
平到飞虎岭村承包200亩
山地种植油茶，汪金山等
12名贫困户被列入产业
带动脱贫对象名单，让他
们在基地帮忙除草、施
药、施肥，每人每年可增
收4000元。

飞虎岭村位于黄梅县
北部山区，山高路陡，交
通不便，全村 1078 人，
贫困人口 176 人。2015
年开年后，黄梅县地税局
扶贫工作队进驻飞虎岭村
开展精准扶贫。两年多
来，飞虎岭村修通了“致
富路”，架起了“连心
桥”，构筑了产业链，村
民人均收入达 6200 元，
已 脱 贫 人 口 31 户 、
101人。

51岁的飞虎岭村 10
组村民吴送心要照顾患有老年痴呆症的父亲，自己
既无技术，又不能外出打工。由于交通不便，村里
分的8亩竹林一直撂荒。吴送心给记者算了一笔
账：以前竹子价格每斤0.18元，还要自己拖到马
路边，除去人力成本，100斤竹子只有3元利润。

得知这一情况，扶贫工作队筹措资金2万余元
新修了一条2公里长的林地公路，现在车子可以一
直开到山脚下。“路修通了，人力成本就省去了，
我们家8亩竹林，每年可增收2160元。”吴送心
说，竹子有市场了，很多村民请他帮忙砍竹子，一
年下来能收入1万多元。仅此一项，全村8000亩
楠竹基地能为村民增收200余万元。

2016年7月份，洪水冲毁了飞虎岭村11组连
接外界的石拱桥，给全组100多名村民出行带来极
大不便。贫困户汪石全每月都要到县医院看病拿
药，桥毁了，要绕道5里路才能出村。
“桥要不要修？怎么修？修桥资金怎么来？”这

是村党支部书记汪愿勤的一块心病。此时，正在村
里回访扶贫户的黄梅县地税局局长刘海波及时送来
了2万元修桥资金，并带领50余名干部职工担沙
挑土，解决劳力不足难题。当年9月份，一座崭新
的水泥桥重新连通了村民出行的道路。

为了让飞虎岭村贫困户彻底脱贫，今年3月
份，黄梅县地税局投入1万余元购置500余株樱花
树，在村里新建了 12亩樱花园，并计划未来 3
年，继续投资5万元，打造樱花观光园，融入柳林
玫瑰谷景区，为村民打造一个永久的生态产业。

飞虎岭村浩燃竹狸养殖基地负责人汪园是一名
“90后”，2016年大学毕业后在黄梅县地税局邀请
下，放弃广州的工作机会，回到家乡创办竹狸养殖
基地。目前，竹狸已存栏200余只，明年出栏可达
1万多只，经济效益在100万元以上。汪园说，基
地安排村里8名贫困户打工，每人每月2000元工
资，明年还可实行村民寄养、基地回收的模式，
“那时每个贫困户每年增收可达2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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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伏的丘陵上，一条水泥路蜿蜒向
前，两旁一片片绿油油的中药材长势喜
人。何首乌、薏苡仁、太子参、前胡、钩藤、
决明子等药材种植地上，矗立着醒目的指
示牌，上面清楚地标注着药材的来源和功
效。“这是符合国内GAP及国外GACP规
范的中药材示范基地。”昌昊金煌中药有
限公司总经理贺定翔说，昌昊金煌公司在
贵州省丹寨县兴仁镇建立了中药材育苗
中心和示范种植基地，采用“品牌带产业、
企业带基地、合作社带贫困户”的“三带”
模式，发展了大批合作社带动药农种植
药材。

像昌昊金煌公司这样，以中药材种植
带动农户脱贫致富，在贵州已成为一种行
之有效的产业扶贫模式。近年来，随着大
健康产业蓬勃发展，中药材需求量大增，
一些中药材种植地区乘势引导广大农户
结合市场需求种植中药材，取得了明显
成效。

挖掘大山里的“金疙瘩”
中药材种植近年来已在不少贫

困地区大面积推开，成为我国农村贫

困人口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同时，

中药材产业扶贫还为药材产区的区

域化集约打下了基础

近日，1500多名中医药领域的专家
学者和企业家齐聚贵州凯里，参加“中药
源头在行动——2017年中药材种植企业
与中药生产企业、林下产业发展暨致力脱
贫攻坚·凯里市苗侗医药发展座谈会”，共
同聚焦中药材产业发展助力脱贫攻坚
话题。
“贫困地区大多保留了良好的自然生

态环境，产品多为原生态农业产品，而中
药材药效质量最佳的生产环境就是原始
农业环境。”中国药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毕
文钢在座谈会上说。

中药材广植于我国贫困地区，如何把
埋藏在大山里的“金疙瘩”挖掘出来，成为
各地产业扶贫的焦点问题。据凯里市副
市长龙梅介绍，凯里拥有丰富的药材资
源，药用植物2656种，占全国药用植物的
25.4%，占贵州省的67.7%。全国统一普
查的363种重点中药材中，凯里就有328
种。依托生态环境、生物资源、民族医药
等资源优势，凯里近年来大力发展苗侗民
族医药产业，将苗侗医药发展作为“大扶
贫、大数据、大健康”三大发展战略的重要
内容，制定了税费优惠、贷款贴息、融资担
保及保险、用地保障等产业基金奖励措
施，以医药产业发展带动脱贫攻坚。在丹
寨县，中药材种植面积已达41500多亩，
种植户年均收入达2.5万元，600多户农
民靠种植中药材走上了脱贫致富路。

《中药材产业扶贫行动计划（2017-
2020年）》提出，未来3年，要在贫困地区
实施中药材产业扶贫行动，以建立切实有
效的利益联结机制为重点，将中药材产业
发展与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精准脱贫衔
接起来，基本实现户户有增收项目、人人
有脱贫门路，助力中药材产业扶贫对象如
期脱贫。

中药材种植近年来已在不少贫困地
区大面积推开，成为我国农村贫困人口
收入的来源之一。中药材产业扶贫，既
增加了中药材总的供应量，推动了养生
产业的发展，又为药材产区的区域化集
约打下了基础。目前，在传统的地道药
材大区域分布区中，形成了不同规模的
县市级集约产区，并且初步形成了中药
材产业结构体系；许多传统的地道药材
产区发生转移，在西部地区和贫困地区
形成新的产区。

创新中药材的致富经
由于贫困地区农户发展的中药

材产业很难走进市场，所以产业扶贫

一定要有龙头企业支持和带动。目

前，中药材产业扶贫已形成多种标准

模式

根据《中药材产业扶贫行动计划》，中
药材产业扶贫行动将通过引导百家药企
在贫困地区建基地，发展百种大宗、道地
药材种植、生产，带动农业转型升级，建立
相对完善的中药材产业精准扶贫新模
式。到2020年，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
和脱贫“造血”功能持续增强，实现百万贫
困户稳定脱贫。

记者了解到，中药材产业扶贫目前已
形成多种标准模式：比如天麻、茯苓、灵芝
模式，即龙头企业建立菌种厂，生产待发
菌棒，扶贫办统一补贴购买，交由农户在
自己的屋内或大棚内、林间发菌，龙头企
业收购成品，并对农户进行科技培训；再
如半夏模式，龙头企业提供或协助购买种
苗，由扶贫办补贴购买，龙头企业指导农
户种植。采收后，龙头企业按照市场价或
合约价收购；此外还有金银花模式，龙头
企业提供或协助购买种苗，扶贫办补贴购
买，龙头企业指导种植，保价收购一次，以
后每年按照市场价收购。
“由于贫困地区农户发展的中药材产

业很难走进市场，所以产业扶贫一定要有
龙头企业支持和带动。通过公司加农户
或合作社的方式，由龙头企业统一提供种
苗、农资、基本设施建设、科技示范和培
训，把扶贫办对每一户农民补贴的资金在
监督之下统一使用。通过协议，在产业化
扶贫达到一个生产阶段之后，将扶贫资金

和相应的利润分配给农户，也可通过种苗
结算加保底收购模式，带动并保证农户的
收益。”毕文钢说。
“每天从家里骑电瓶车来上班，只要5

分钟就到了，方便得很。”在昌昊金煌公司
中药材育苗基地，家住附近兴仁村的吴兴
花一边熟练地栽种着药苗，一边述说着在
家门口上班的好处：“一个月 2500元工
资，跟去外面打工挣的钱差不多，但是离
家近，方便照顾家人和孩子。”昌昊金煌公
司通过“党支部+合作社+基地+农户”的
“党社联建”发展模式，让贫困户加入产业
合作社从事中药材种植，该模式已覆盖丹
寨县107个村的4800余户贫困户、16500
余人。

贺定翔说，昌昊金煌公司正在创新建
立中药产业规模发展利益机制，以工厂化
育种为核心，发展合作社推广种植和精、
深加工，进一步引导产业扶贫。力争到
2018年，带动丹寨县112个村产业合作社
种植中药材 2.5 万亩以上，覆盖贫困户
6000户以上。

推动扶贫成效再“增值”
加强品牌建设，促进综合利用，

推动以药食两用中药材为主要原料

的健康类产品的产业化开发生产；推

动业态融合，开发一批具有地域特色

的中医药健康旅游产品和线路

除了中药材种植扶贫的传统模式，
各地正在着力发展一批大健康产业，推

动扶贫成果有效增值。在凯里市苗侗医
药文化街上，记者看到，苗侗医馆里不
断有患者前来看病，苗侗草药集市摊位
上，摆满了各类独具特色的苗侗草药。
凯里市中医院院长、苗侗医药协会秘书
长王政告诉记者，医药文化街建有中医
馆、苗医馆、侗医馆共计54所，汇聚了
来自全州的43名苗侗优秀医师；集市有
94个固定摊位、200多个活动摊位，汇
集药农300余户。
“根据对药农的走访调查，我们发现

因品种不同、数量不同，各药农收入也
有所不同，低的每月 8000 元至 9000
元，高的2万元至3万元。”王政说，今
年苗侗医药文化街正在筹备成立电商服
务中心，打造苗侗医药文化产品线上线
下平台，为街内的商户和药农提供多渠
道发展空间，进一步推动贫困地区苗侗
医药文化发展。

中药材产业扶贫行动计划提出，要加
强品牌建设，鼓励中药材企业加强道地药
材品牌建设。促进综合利用，推动以药食
两用中药材为主要原料的健康类产品的
产业化开发生产。推动业态融合，开发一
批具有地域特色的中医药健康旅游产品
和线路。凯里市目前正以凯里民族医药
产业园、万潮苗侗百草医药产业园等为主
要载体，引导飞云岭、苗仁堂等一批知名
医药企业利用自身的产品、技术、资金、人
才和品牌优势，开发营养品、保健品，发展
养生养老等产业项目，拉长医药产业链
条，让中药材产业发展更好惠及当地贫困
群众。

中药材产业扶贫行动计划提出，充分发挥中药材产业优势，共同推进精准脱贫——

产业扶贫有了新“药方”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董 磊

“扶贫不是每户给5万元就成了，必
须让贫困户有稳定增收的产业，这样才
能让村民脱贫不返贫。”在陕西省宝鸡市
麟游县九成宫镇御驾塬村，党支部书记
吕锁怀带领 20户贫困户成立“十户一
体”养鸡互助组，使贫困户年均增收
5000元。

精准扶贫，如何才能扶到点子上？
“必须把产业扶贫作为主攻方向，把精准
施策作为制胜之道，下足‘绣花’功
夫。”宝鸡市委书记徐启方说。

在陕西省宝鸡市，产业扶贫已经从
“广种薄收”转向“精耕细作”。宝鸡市扶

贫办主任崔省强介绍，今年以来，该市将
产业扶贫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通
过推进“十大行动”、推广“十大模式”、
开展“四项活动”，激活贫困群众脱贫的
内生动力。

宝鸡市创新扶贫举措，以县区为单位
设立13个脱贫攻坚扶贫工作团，每个县
区由1名市级领导任扶贫团团长，指导各
县区精准推进口粮安全保障、畜禽水产快
富、果菜板块推进、精深加工增值、现代
服务突破、休闲农业提升、光伏资产发
电、科技推广示范、扶贫主体培育、农村
改革深化“十大行动”，引导贫困村因地

制宜发展培育特色产业。同时，各县区互
相学习借鉴，积极创新举措、因户施策、
分类指导，探索“龙头企业+基地+贫困
户”“合作社+贫困户”“乡村旅游+贫困
户”等10个产业扶贫模式。

致富路上，不能让一户贫困户掉队。
对没有能力发展产业的贫困户怎么办？
“采取搭载模式，由县财政投入扶贫资金
1422.3 万元，由有一定经济能力的企
业、大户、致富能手搭载项目39个，全
县搭载贫困户3426户，签订分红和劳务
协议，按照不低于 7%的比例给贫困户
‘分红’。”千阳县扶贫办主任王伟说。

要实现稳定脱贫，创新产业模式是关
键。为此，宝鸡市在每个贫困村至少建立
1个合作组织，引导具备条件的贫困户至
少加入1个合作组织，推动贫困村整村推
进。目前全市已发展特色种植 39.25 万
亩、养殖43.6万头（只、箱），覆盖贫困
户 5.1 万户，基本实现了产业脱贫全覆
盖；为解决贫困户产业发展动力不足、规
模不大、链条不长的问题，宝鸡开展新型
经营主体“传帮带”活动，引导龙头企
业、合作社、家庭农场采取股份合作、托
管代养、订单收购等形式，与贫困户建立
利益联结机制，全市39个龙头企业、247
个专业合作社、36个现代农业园区已带动
1.3万户贫困户发展特色产业；针对科技
帮扶不扎实的问题，当地组织开展“结穷
亲、授技术、扶产业、助脱贫”科技帮扶
活动，目前全市1006名农技人员与4788
户贫困户结对开展帮扶。

据了解，宝鸡市已实施到村产业扶贫
项目1076个，覆盖贫困户3.4万户。

陕西宝鸡：

从“广种薄收”转向“精耕细作”
本报记者 张 毅 通讯员 华 刚

2013年，39岁的次旦

扎西来到西藏墨脱县创

业。2015年，他从浙江引

进铁皮石斛苗到墨脱尝试

种植。2016年6月份，他

注册成立了公司，并聘请

了技术人员，扩大药材种

植规模，采取“公司＋农

户”的模式进行开发种植，

带动当地居民就业增收。

图为次旦扎西（左）在墨脱

镇朗杰岗村林地和村民一

起栽培药材金线莲。

新华社记者
张汝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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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农业部与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国务院扶贫办、工业和

信息化部、农发行联合发布《关

于印发中药材产业扶贫行动计

划（2017-2020年）的通知》，提出

要凝聚多方力量，充分发挥中药

材产业优势，共同推进精准脱

贫。根据计划，到2020年，贫困

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和脱贫“造

血”功能持续增强，实现百万贫

困户稳定脱贫

近年来，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发挥当地农业公司和专业合作社的带动作用，为农户

提供中药材种植技术保障和农资供应，通过订单式生产，帮助当地群众脱贫致富。据介

绍，2016年罗山县田堰村共帮扶20户贫困户种植瓜蒌100亩，平均每户增收5000元。

图为田堰村陈湾组村民陈文荣在查看作物长势。 新华社记者 李 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