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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2 年以来，辽宁省阜新市的贫
困人口从24万下降到3万人，贫困标准从
2014年底的年人均纯收入3080元，提高
到目前的3442元。这对于这个近几年面
临重重发展困境的资源枯竭型城市阜新
来说，无疑是个了不起的成绩。

积极探索脱贫路径

车新村是阜新市 197 个建档立卡贫
困村之一。该村自2014年以来将冷棚葡
萄作为脱贫的主导产业来抓，发展冷棚葡
萄 2000 亩，每亩纯收入达 2 万元以上。
葡萄成熟之日，就是贫困户摘帽之时。到
2016 年底，全村 62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182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销号，
车新村成功实现脱贫“摘帽”。

记者了解到，车新村“摘帽”的背后，
是一个通过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经营、合
作化发展和自发式参与的被称作“三化一
式”的脱贫模式起到了重要作用。眼下，
这个模式已在阜新 21 个乡镇、96 个村进
行推广。

这一扶贫模式是由当地村党支部创
办的果树种植专业合作社发起的。这个
合作社组织带动贫困户参与项目实施，引
进企业帮助垫付项目户冷棚建设资金，最
后由农户用经营所得收益逐年偿还企业
垫付资金。在党支部的协调下，车新村引
进企业先后两次垫资300余万元，帮助贫
困户建设冷棚葡萄750亩，奠定了农业生
产发展基础。2015年末至2016年初，在
没有企业垫资的情况下，车新村又有 20

多户农户和域外大户通过自筹资金、银行
贷款等途径，自发建设冷棚葡萄 490 亩，
实现了农户由被动组织动员到主动参与
的转变。

目前，车新村共有212户农户在冷棚
葡萄和果树种植项目中流转土地 1385
亩，占全村耕地面积的 19.2%，平均每亩
土地流转收益在 1000 元左右，是正常年
景大田种植收入的2至3倍。仅冷棚葡萄
产业一项，就可确保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
口都能够在家门口就业，实现增收多元
化，彻底摆脱“靠天吃饭”。

“车新村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由
市、县两级书记亲自进行设计，镇村两级
书记和第一书记积极组织实施，广大党员
干部率先引领示范，切实将中央提出的

‘五级书记抓扶贫’工作要求落到了实
处。”车新村党支部书记白金山说。

释放强大扶贫动能

阔鑫农机专业合作社位于阜蒙县建
设镇德一村，该合作社的成立源自于该村

“党支部+合作社+贫困户”的发展模式。
2016年，该合作社抓住现代农业示范带3
年滚动发展的契机，购置7台新型农机车
和9套新型农机具。目前，合作社固定资
产已达500万元，社员达120人。

开展精准扶贫工作以来，德一村党支
部结合贫困群众的意愿，制订全村脱贫规
划，将番茄种植和光伏发电产业作为脱贫
的主导产业，同时以汉麻种植、合作社代
耕、劳务输出等作为精准脱贫的辅助产

业，并为贫困农民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
系列服务。

据介绍，通过“党支部+合作社+贫困
户”的精准脱贫方式，该村贫困发生率小
于2%。2016年，在阔鑫农机专业合作社
社长徐占利的带领下，德一村彻底摘掉了
贫困村的帽子。

为充分发挥党组织在各项工作中的
引领作用，阜新市注重激发基层活力，建
立脱贫攻坚组织体系。通过组织开展“基
层党建攻坚年”等活动，组织实施“党建+
精准扶贫”工程，不断充实乡镇一线扶贫
工作队伍，进一步加强贫困村“两委”班子
建设，配强村级组织带头人。阜新市专门
选拔一批政治素质好、工作能力强、热心
造福群众的优秀党员干部，充实进村“两
委”班子；先后选派 202 名机关优秀党员
干部到贫困村担任“第一书记”，帮助基层
干部带队伍，帮助贫困群众办实事、解
难题。

在深入开展“示范带上当先锋”活动
中，当地注重在示范带建设一线夯实组
织、筑牢堡垒，以产业链为依托、以合作经
济组织为纽带、以特色中心村为主体，建
立了249个农民专业合作社党支部，2554
名村干部带领12778人致富，占村干部总
数的70%。同时，充分发挥基层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积极争取和引进资金34.763亿
元，完成招商引资项目248个。

为强化主责意识，阜新市专门建立了
脱贫攻坚责任体系。当地把脱贫攻坚工
作作为“一把手”工程，阜新市委书记、市
长把脱贫攻坚作为第一要务、第一要求、
第一责任，并带动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
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到脱贫攻坚工作中
来。阜新专门组建了 15 个帮村集团，实
行市级领导带队、市直部门和企业参与、
县乡（镇）干部包村制度，重点突破深度贫
困村脱贫工作。目前全部副市级以上领
导干部，每人定点帮扶一个村。

建立产业支撑体系

为了达到“村村有产业、户户有项目”
的目标，阜新市各级党组织以产业脱贫为
抓手，在抓项目设施、特色产业、市场流通
等方面，以结构调整带产业发展，不断延
长产业链，推动产业扶贫。

阜新市突出产业牵动，建立脱贫攻坚

支撑体系。当地把现代农业示范带建设
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支撑，坚持设施农
业、精品农业、果品林业、高效农业、都市
农业五业并举，近 3 年来，建设现代农业
示范带 208 万亩，覆盖建档立卡贫困村
157个，占全市贫困村总数的79.7%；在示
范带建设中，实施重点项目 479 个，示范
带内年人均收入达8655元。

阜新市还创新开展财政扶贫资金与
银行机构、保险机构三方合作、风险共
担的“政银保”金融扶贫新机制，这一
机制由合作银行机构向符合条件的涉农
贷款对象发放贷款，合作保险机构负责
为银行贷款提供保证保险，市县财政出
资设立贷款风险补偿金为银行贷款提供
风险补偿。当贷款逾期不能偿还时，由
保险公司、银行和政府风险补偿金三方
按照一定比例共同分担，由保险机构对
损失贷款进行追偿。目前，当地市县两
级财政共出资 2200 万元设立“政银保”
贷款风险补偿金，由银行机构按风险补
偿金放大 10 倍的规模发放金融扶贫贷
款，现已发放“政银保”贷款和扶贫再
贷款6.4亿元，覆盖全部197个建档立卡
贫困村。

一系列措施使阜新市贫困农户脱贫
致富能力明显提高。当地通过项目扶贫、
产业扶贫、整村推进、培训扶贫等多项措
施，扶持贫困村培育形成主导产业，基本
实现了一村一产业、一户一项目，贫困户
开始走上脱贫道路。同时，开展技能培
训，提高贫困劳动力的素质和就业技能，
增强自我发展能力。阜新市的贫困乡村
社会事业也由此实现快速发展，阜蒙、彰
武 2 个省定扶贫工作重点县彻底消灭无
电户，行政村全部实现了通路、通邮、通电
话、通广播电视，移动电话网络实现建制
村全覆盖。贫困人口新农合参合率达到
100%，新农合大病保险实现贫困人口全
覆盖。九年制义务教育、“两减免一补贴”
政策得到全面落实，因家庭贫困而辍学的
现象基本消除，贫困乡村公共服务均等化
水平显著提高。

“我们将继续发挥党委总揽全局、协
调各方的领导作用，严格执行脱贫攻坚

‘一把手’负责制，切实加强贫困乡村基层
党组织建设，使其成为带领群众脱贫致富
的坚强战斗堡垒。”阜新市委书记张铁
民说。

发挥党组织带头引领作用,创新“三化一式”脱贫模式——

辽宁阜新:“党建+”开创精准扶贫新局面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张允强

阜蒙县蜘蛛
山乡棚菜生产基
地。

张奎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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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辽宁阜新市累

计有28980名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实现脱贫，73个贫困村实现

脱贫“摘帽”。在整个东北地

区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的

背景下，阜新是如何取得这一

成绩的？记者实地调研发现，

在脱贫攻坚战中，党组织发挥

了至关重要的凝心聚力和带

头引领作用

从引进树苗，试栽、嫁接再到大规模
推广，陕西省洛南县景村镇八一村盛鑫核
桃产业合作社只用了半年时间。“要是只
靠我们一家小合作社单打独斗，这完全不
可能。”合作社理事长刘亚军告诉记者，
合作社能在半年时间里吸引150户种植户
入社，将种植面积扩大到1000亩，得益
于洛南县八一产业脱贫联合社的全方位支
持。“联合社不仅为合作社联系了管护工
人，合作社种植核桃使用的有机肥也是联
合社旗下的有机肥厂提供的。更重要的
是，联合社还帮合作社流转了 500 亩土
地，并通过‘股债联动’的形式为合作社
筹集了600万元的发展资金，让合作社一
下子进入了发展快车道。”

刘亚军说的八一产业脱贫联合社，是
在洛南县惠农烟叶合作社、盛鑫核桃产业
合作社、有机肥合作社、养蜂合作社、刺

绣合作社基础上自发成立的首个农民专业
合作经济组织，主要为联合社旗下的5家
合作社会员提供组织采购、供应生产资
料；网上宣传并销售产品；开展运输、储
藏、加工、包装服务；提供信息服务、生
产、销售及电子商务技术培训等服务。

在八一产业脱贫联合社理事长张省芹
看来，联合社以产业为纽带，探索推行一
系列改革。一是盘活资产入股。将村集体
和社员的 1690 亩土地、34 间闲置房屋、
农机械、基础设施等进行折价，按5000
元一股入股到合作社，收益按7∶2∶1的
比例分配给合作社、村集体和农户，每年
可增加村集体经济积累近20万元，带动
106户贫困户户均增收900元。二是财政
扶持资金入股。将扶贫、农业等70万元
产业资金入股合作社，30%用于联合社、
企业基础设施建设，70%以“拨改股”方

式带动 86 户贫困户，按股年分红 1800
元。三是社会捐赠入股。将社会扶贫资金
772.8万元作为股金量化入股，以每年不
低于 10%的利润保底分红给农户，受益
群众达 843 户 3122 人。村上对入股贫困
户实行集中动态管理，贫困户脱贫退出
后，不再拥有股份，这部分股份将由新
进入的贫困户继承。四是贴息资金入
股。将金融政策和脱贫攻坚深度融合，
解决贫困群众缺资源、就业难、增收难
等问题，达到脱贫兜底的预期目的。投
放富民产业贷、农户贷 52 笔 340 万元，
采取“股债联动”方式，每户入股 5 万
元，贫困户按投资额享受年保底分红
3000 元，再就是 44 户贫困户通过入社
务工，户均年收入8000元劳动工资，实
现了资源共享，利益共赢。

记者了解到，通过此种新模式，不仅

盘活了闲置资产、用好了财政资金、用活
了农户闲钱，让贫困户在“股份红利”中
拓宽了增收渠道，还让贫困户走上致富
路、贫困村变成美丽乡村，村级集体经济
自我“造血”功能也不断增强。截至目
前，八一村村级集体经济总资产从过去的
一无所有达到了目前的20万元。

“‘合作联社’是在脱贫攻坚中实现
的农村专业经济组织实施产业扶贫的‘升
级版’，是自下而上、上下联动的产业扶
贫载体创新。与传统合作社搭载贫困户的
组织形式相比，合作联社解决了单体专业
合作社在发展壮大中存在的小、散、弱以
及融资难、用工难、品牌升级难、土地流
转难等诸多瓶颈。”洛南县委书记璩泽涛
表示，为此，从今年开始，洛南县大力扶
持“合作联社”的壮大升级。目前，洛南
县共诞生5个产业联合社，分别是核桃产
业联合社、万寿菊产业联合社、八一特色
产业联合社、广汇兔业产业联合社、食用
菌产业联合社，扶持带动贫困户2031户
6199 人，实现户均增收 8678 人。下一
步，洛南县将进一步整合力量，发挥资源
优势，在全县扶贫攻坚任务集中的“八大
战区”各成立一个产业联合社，紧密结合
市场、经营主体、农户利益链条，实现三
方共赢。

陕西洛南发展“合作联社”——

打造产业扶贫“升级版”
本报记者 张 毅 通讯员 何汪维

祥和农牧有限公司的秸秆转化膨化饲料生产线。 张奎武摄

生态蔬菜喜获丰收

近日，云南大理州巍山县种植的360亩生态蔬
菜喜获丰收，今年总产值将突破 1500 万元。近年
来，巍山县引导农民发展无公害蔬菜种植，扶持合作
社、龙头企业、家庭农场等现代高效设施农业，全面
振兴乡村经济，带动当地贫困户增收致富。图为巍
山县同兴村菜农在云南云上之都生态蔬菜种植园内
分拣西红柿。 张树禄摄

“喝过茶吗？”相信大多
数人都会说：“喝过！”“喝过
红薯叶茶吗？”可能大多数人
的第一反应是：“红薯叶还能
做茶？”日前，记者在河北省
行唐县上方乡西城仔村见证
了红薯叶变成香茶的过程。
这是该村驻村扶贫工作组立
足当地产业特色，为村民们
谋划的精准脱贫项目。

2016 年 2 月，石家庄
市国税局扶贫工作组进驻西
城仔村。经过深入调研，认
真谋划，确定了“以产扶
农、以工养农、以科促农、
以文兴农”的思路，先后发
动群众搞起奶牛养殖、有机
生态谷子、红薯规模化种
植，并建起了小米等杂粮加
工厂。

行唐县是红薯产业大
县，据统计，全县每年红薯
种植面积达5万亩，产量约
5.3 万吨。一直以来，人们
重视的只是长在地下的红
薯，红薯叶除部分成为畜禽
的饲料，大都白白丢掉了。

细心的工作队员查阅了
大量资料，发现红薯叶不仅
营养丰富，而且还有增强免
疫功能、提高机体抗病能力
等保健功效，当地一直有用
鲜嫩红薯叶拌凉菜的传统。
但由于鲜薯叶不易保鲜和运
输，其经济效益一直没有得
到开发和利用。

“能不能将红薯叶制作成深加工产品卖出去，
让乡亲们增加一份收益？”作为驻村第一书记的宋
玉宏一直在琢磨。一次喝茶时，他脑中灵光一闪，
萌生了把红薯叶做成茶的想法。今年3月份，年轻
的税务干部孙会峰被调入驻村工作组，宋玉宏提起
制作红薯叶茶的想法。凑巧的是，孙会峰有几位亲
友是茶商，他自己也见过制茶的全过程。宋玉宏的
想法得到孙会峰的赞同，他们当即决定试一试。今
年5月，红薯叶茶研发工作正式启动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个多月的探索，他们
综合借鉴武夷山岩茶、云南普洱茶、西湖龙井茶的
制作工艺，研制开发出具有北方特色的红薯叶制茶
工艺。他们还运用云南少数民族传统的制茶工艺进
行改良，解决了红薯叶香气不够、容易碎散等问
题。

产品成型了，符合标准吗？能不能喝？好不好
喝？需要找专业部门和专业人士鉴定。正巧，西城
仔村是全市“五包一”的深度贫困村，除了石家庄
市国税局外，还有神威药业集团等单位协同。而神
威药业正好有国家级检验室。驻村工作组把红薯叶
茶拿到神威药业集团参照中草药的标准进行检测。
经检测，发现红薯叶茶不仅没有农药残留，铅、
镉、汞等对人体有害重金属含量均达到无害化要
求，而且其中槲皮素、山奈素等对人体有益的特殊
元素含量丰富，是一种具有养生价值的生态有机
茶。这一结果，增强了工作组把红薯叶茶产业做大
做强的信心。

经过驻村工作组和村“两委”讨论，他们决定
把红薯叶茶确定为扶贫产业项目，号召村民特别是
贫困户村民加入红薯叶茶的制作中来。这一创新成
果也得到了定点扶贫单位的重视。在今年10月石
家庄召开的“2017 第七届河北国际茶业博览会”
上，石家庄市国税局局长李军、神威药业集团董事
长李振江到会为红薯叶茶做宣传。会上，红薯叶茶
以“观之通透、闻之清香，回口甘甜、回味绵长，
多泡不淡”等特点，受到很多茶商的追捧。

西城仔村党支部书记顾双年说，目前他们的红
薯叶茶已小有名气，甚至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
市场上一斤最高卖到500元。他告诉记者，今年全
村200多亩红薯地，共生产了500多斤干茶，仅此
一项就为村集体带来了10多万元的收益。乡亲们
参与采茶、制茶，每人每天可获得70元至100元
的收入，仅今年夏秋两季，就为乡亲们发了5万多
元的工资。今年红薯叶茶生产刚刚起步，产量还较
低。预计明年，仅红薯叶茶项目就可使每亩地至少
增收五六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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