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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藏区扎实开展贫困村提升工程，藏区群众——

生活在城里，生产在牧场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马玉宏 通讯员 得 乾

青海省聚焦薄弱环

节，因地制宜、因人而异，

切实推进精准扶贫，随着

一批批重大项目纷纷落

地，一笔笔重大资金不断

注入，藏区人民的生产生

活环境日益改善，经济社

会发展基础和后劲进一

步夯实

四川省三台县塔山镇白龙村扶贫产业基地里，

游客在采摘无公害有机枇杷。近年来，塔山镇围绕

“果业扶贫、产业兴村、生态致富”的思路，积极引导

贫困户种植有机枇杷1300余亩，年产枇杷超过1000

吨。眼下，正值枇杷成熟上市季节，当地的有机枇杷

因皮薄、肉厚、汁甜等特点，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采

摘。仅此一项，就可让贫困户户均收入超过 3 万

元。 杜炳勋摄

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的新型城镇现代化社区陶尔根家园。作为易地搬迁扶贫点，这里的居民可就近享受社区提供

的居住、医疗、教育、就业、文化等各项公共服务，形成了牧民群众“生活在城里，生产在牧场”的生产生活新格局。 本报记者 马玉宏摄

河南光山县：

绘 出 多 彩 田 园 画 卷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史明阳

“房前屋后一亩茶”，这是河南信阳光
山县贫困群众在脱贫攻坚中奋斗的新目
标，也是光山县“多彩田园”发展计划中的
重要产业之一。“绘好多彩田园，打赢脱贫
攻坚战，带领群众早日奔上小康路！”光山
县委书记刘勇这样说。

“酸性土壤长出碱性油，这油好吃又健
康。”陈世法站在油茶树旁，抚摸着茶叶说。

2009年 3月，陈世法创办了光山县第
一家油茶企业——河南省联兴油茶产业开
发有限公司。他“摸着石头过河”，连续10
年，在流转土地、购买种苗、培训技术、支付
工酬、购置设备等方面累计投入资金近亿

元，带动全县油茶发展。
油茶在10月份霜降以后采果，可以让

老百姓把干农活的时间错开。陈世法指着
一棵油茶树说：“这是一棵7年的树。这棵
树每年可以产六七两油，收益几十元。”

家住光山县凉亭乡石盘冲村的黎国良
因病致贫，生活困难。精准扶贫工作开展
后，村里帮他制订了发展机械制茶的脱贫
计划，还专门派县农信社驻村干部对他进
行帮扶。黎国良信心十足，2015 年，他申
请了 5 万元的小额贴息贷款，买了一套二
手制茶机械。乡里举办培训班，他去听专
家讲课；邻里能手炒茶，他经常去学。

这两年，他雇人到自家的田地里去采
摘鲜叶，还收购部分鲜叶，加起来可达
3000 斤至 4000 斤，“加工处理后，可制成
1000 斤左右的干茶”。黎国良告诉记者，
2016年他还在镇上开了一家门店，销售茶
叶。2017 年 10 月份，黎国良终于摘掉了
贫困的帽子。“下一步我要扩大采茶制茶售
茶规模，光脱贫不是目的，还要奔小康呢！”
黎国良说。

在光山县凉亭乡东方盛世茶业有限公
司，十几位带着遮阳帽、穿着罩衣的妇女每
人挎着一个篮筐相互簇拥着往茶叶加工生
产车间走去，笑声清脆爽朗。

经过一上午的辛勤劳作，她们每个人
的篮筐中都装满了新鲜翠绿的茶叶，车间
门口有人对她们采摘的茶叶进行称重，每
斤茶叶可结费用38元。

在脱贫攻坚工作中，东方盛世茶业有
限公司采取“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模
式，带动贫困户持续增收，实现了企业发展
与带动贫困户增收双赢。“从2012年开始，
公司通过流转农户土地方式，支付土地租
赁费460多万元，在新茶园开挖、茶园管理
及厂房建设等方面，先后支付农户的劳务
费用480多万元。”东方盛世茶业有限公司
负责人介绍，在茶叶采摘期通过定向针对
贫困户招工，使他们人均年工资收入达到
9000元，直接带动16户、39人脱贫。

“便于学，进入快，干得了”。目前，光
山县共建设“多彩田园”产业扶贫示范项目
367 个，带动贫困户占比达 92.6%，引导
6200户贫困户依靠自身力量发展“多彩田
园”产业，实现家庭增收3500元以上，并培
育打造出“光山十宝”“光山羽绒”“四方植
物油”等特色产业品牌。

日前,记者来到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
州海晏县金滩乡金滩村，只见一排排独具
民族特色的新居整齐排列在村道两边，村
民们面带笑容，气氛十分祥和。

青海藏区是我国除西藏自治区之外最
大的藏族聚居区，全省藏区总人口 106.92
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 21%。藏区地广人
稀、点多面广，海拔高、条件艰苦。对此，青
海因地制宜、因人而异，通过实施精准扶贫
政策，实现了藏区 6 个贫困县(行委)摘帽、
164个贫困村退出、5.25万人脱贫。

为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升脱
贫攻坚质量，今年，青海省制定出台《关于
加强后续扶持巩固脱贫成果的意见》，明确
了在脱贫攻坚期内贫困县摘帽、贫困村退
出、贫困户脱贫后的扶持政策。

“530”贷款破发展难题

海晏县金滩村村民杨生寿告诉记者，
他和母亲因患病需长期治疗吃药，因此欠
了不少外债，可又无法出去打工。“养了几
只牛羊，一年的收入不足 2000 元，入不敷
出。”杨生寿说，由于缺少资金，牛羊养殖难
以形成规模。后来，在“530”扶贫小额贷
款政策的帮助下，2016年杨生寿贷款 5万
元买了200只羊羔，经过一年养殖，到去年
底已经发展到 300 只羊，全部卖掉后不但
还清了贷款，还净挣6万余元。

“‘530’扶贫小额贷款政策，即 5 万元

以下、3年期以内、全额贴息，免抵押、免担
保贷款。这让全县贫困户都能享受到普惠
金融优惠政策。2017 年贫困户获贷率达
到66.7%，比2015年提高48.5个百分点。”
海晏县扶贫开发局局长苏子珍说。

2014年，海晏县作为全省金融扶贫试
点，率先开展了以金融扶贫资金带动地区
发展的创新模式，切实解决了昔日贫困村

“要发展、想发展、没有钱”的难题。
金滩村党支部书记蔡德全介绍，金滩

村位于海晏县东部 8 公里处，共有农牧民
248户877人,截至2016年底,农牧民人均
收入达到6725.5元，全村27户贫困户全部
脱贫，全村适龄儿童入学率、幼儿入园率和
新农合参合率均达到 100%。脱贫以后，
除了通过原来的公益性岗位让贫困户有稳
定的收入以外，金滩村还积极引导村民自
我发展，成立能人议事会，把村里的致富能
人纳入到村两委班子，让他们带动贫困户
发展增收，继续发展壮大合作社，为因重病
和无能力发展的贫困户分红。

拓宽渠道补民生“短板”

“我因为在村里没有房子，所以很早就
带着家人来到县城了，一家人在县城租了
一间40多平方米的小平房，生活来源就靠
平时打零工和卖牛奶。由于自己长期患病
吃药，家里的生活很困难。2016 年，有了
易地搬迁精准扶贫项目补贴的10万元，我

自己只掏了 1 万元就有了一套自己的房
子，一家人也从破旧的小平房搬进了宽敞
明亮的楼房，房子里还有暖气，这样的生活
以前想都不敢想。”在县城主街道边上一个
铁皮屋子里，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
县织合乡多玉村村民华青加和妻子正在照
应自己的摊位，里面摆满了装着新鲜牛奶
的塑料桶，还有几桶自己做的酸奶。

华青加每天早上从附近的村子以每斤
7 元的价格收购牛奶，拿到自己的摊位上
再以每斤 8 元的价格卖出去，多余的牛奶
就做成酸奶卖，一桶酸奶能卖 40 元，一年
下来大概有 4000 多元的收入。此外，村
里还给他安排了林管员的工作，一年下来
有 1.56 万元的工资，还有 7048 元的分红
收益、草原奖补资金和低保金等政策性收
入，2017年全家收入达到6.6万多元，人均
可支配收入1.66万元。

驻村第一书记左志光告诉记者，2016
年年底，青海省国土厅帮扶多玉村30万元
产业发展资金，村委征求村民意见后买了
462 只生产性母羊，由卖方负责养殖所用
的人工、草场和饲料，由贫困户代养。到
2017 年年底，按照 30 万元本金的 10%给
贫困户分红。当年，村里的贫困户人均分
红收入达到 1250 元。针对村里的 6 户无
自我发展能力的低保贫困户，根据他们的
意愿，将每户的6400元产业到户资金入股
到扶贫产业园的宾馆，年底再以本金的8%
分红，平均每人能拿到512元的分红。

为了进一步拓宽贫困户增收渠道，多
玉村还组织成立了布恰民族用品合作社，
通过培训让贫困群众掌握技能，用自己的
劳动获得收入。去年入股到合作社的贫困
户通过分红，每户增加了1200元的收入。

“这几个方案对带动贫困户增收效果
很明显，所以后续的巩固提升工作就是要
继续把这3件事做好。”左志光说。

“因病致贫、丧失劳动力、产业发展单
一、没有一技之长等，是导致贫困的主要原
因，其中因病、残、老、弱致贫的贫困户占多
数。”天峻县扶贫办副主任扎西才让说。

为确保易地扶贫搬迁实现“挪穷窝、换
穷业、拔穷根”的目标，解决搬迁户的后顾
之忧，天峻县把后续产业培育、职业技能培
训、转移就业作为先决条件，充分利用迁出
地和迁入地的资源禀赋，积极扶持培育扶
贫产业，拓宽就业渠道，保证每个搬迁村至
少有一项扶贫产业、每户有一项增收项目，
让搬迁群众基本实现了“搬得出、稳得住、
能发展、可致富”的预期目标。

全面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是贫困村实
施提升工程的关键。近两年，天峻县着力
补齐全县 10 个乡镇 62 个行政村基础设
施、环境整治、住房改造、人畜饮水、牧业发
展、旅游开发等“短板”，新建畜棚1781座，
维修畜棚 1013 座，在全县 9 个乡镇 58 个
村新建机井 719 眼、管道 8848 米、维修管
道 3667 米，解决了 5968 人、11.45 万头

（只）牲畜饮水安全问题。

壮大产业保稳定增收

在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河东乡查达
村村民索南才让家里，记者看到了由贵德
县扶贫开发工作领导小组为他颁发的脱贫
光荣证，上面显示，2017 年索南才让一家
人的收入达到了 24129 元，人均可支配收
入4021元，稳定实现“两不愁，三保障”，达
到国家现行脱贫标准，确认他们一家人自
今年1月份起光荣退出贫困户行列。

因为妻子和女儿患病需长期吃药，花
光了索南才让家为数不多的积蓄。索南才
让萌生了牛羊养殖的想法，可是因为没有
足够的资金，刚开始只买了两头小牛。
2016 年，在第一书记马忠福的引导下，索
南才让用 6400 元产业到户资金又买了 4
头小牛，现在，家里已经有 10 头牛了。“等
到八九月份牛价上涨的时候，卖掉 3 头小
牛，估计能卖 1万元左右，然后再买 3头品
种好一点的西门塔尔牛养起来，到下一年
再卖出去，这样循环下去收入会稳定增
加。”索南才让说。

马忠福介绍，自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以
来，村里按照省里提出的“八个一批”扶贫
项目，利用 50 万元村级互助资金和村里
170亩土地流转，壮大村集体经济，积极落
实“530”贷款34万元，让村里的26户村民
通过产业发展受益。到2017年底，全村贫
困户人均收入达到3900元以上，根据中央
和省州县的“两不愁，三保障”标准，已经达
到脱贫标准。

“虽然去年底已经脱贫，但后续产业发
展还不能放松，还要再加一把劲做好巩固
提升工作。要在继续做大做强牛羊养殖产
业，不断调整改良牲畜品种结构，提高养殖
数量和质量，进一步增加群众收入的基础
上，加大扶持有技术有能力从事机械运输
和出租业务的村民壮大发展规模，为他们
做好信息服务，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挣到
钱，逐渐从输血式扶贫走向造血式扶贫。”
贵德县扶贫开发局副局长李侠说。

青海格尔木市社会各界为藏区移民村——长江源村的孩子捐资助学。

本报记者 马玉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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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区开办南区开办““扶贫讲扶贫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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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术，，让当地贫困群让当地贫困群

众受益匪浅众受益匪浅

在广西贵港市港南
区新塘镇万福村佳润特
色水果示范区的 600 多
亩火龙果基地里，火龙果
长长的枝条争先恐后地
蔓延，生气勃勃，寄托着
农户们的希望。

日前，示范区迎来了
一批又一批从各地赶来
的 客 人 。 听 说“ 扶 贫 讲
堂”今年第一次开讲，从
各个村子赶来的村民和
贫困户早早就来到了田
间扶贫教室，你一言我一
语，谈起彼此的“脱贫路”

“致富经”。不多时，驻村
第一书记、工作队员、种
植大户及贫困户等 50 多
人就坐满了教室。

4时半，港南区第182
期、今年第一期“扶贫讲
堂”正式开课。作为这次

“扶贫讲堂”的主讲人，港
南区副区长马明告诉记
者，这次“扶贫讲堂”的教
室，是贵港市第一家位于
农产品示范基地的教室，目的就是让经济能人进行
现身说法，激活村民和贫困户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

“好日子是奋斗出来的，贫困并不可怕，只要有
信心、有决心，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马明的一席
话鼓舞了台下贫困户的士气。

“以前是家人来听课，她听农业局技术员说种植
火龙果效益好，又跟着学了种植技巧，早就想让我们
家也跟着种。我打算在家里三亩龙眼树底下套种火
龙果，挣更多的钱！”万福村村民宋志标说，2017 年
他在村子里搭鸭棚，与公司合作养了 3000 只鸭脱
了贫。之前还是贫困户的他，不仅靠自己的双手摘
掉了贫困帽子，也成了村里名副其实的种养大户。

“以前家里亲戚从越南拉火龙果回来卖，谁知越
南的火龙果不耐运，亏得一塌糊涂。我们港南的富
硒火龙果耐运、品质好、效益高，发展农业产业政府
还有政策补贴。‘扶贫讲堂’真是给我们指了条致富
路啊！”谈起未来的规划，宋志标充满期待。

港南区农业局局长梁仲益根据多年的农村工作
经验，在课后带着群众到基地种植现场为大家讲授
火龙果常见病虫害防治技术。“实地讲解群众更容易
听得懂，我也讲得更顺溜！”梁仲益说。

新塘镇党委书记韦武浩告诉记者：“万福村开展
的‘扶贫讲堂’让群众能够结合实地去感受、操作扶
贫模式，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2018年新塘镇预脱贫3个村，2019年该镇将实现全
面脱贫。”

“‘扶贫讲堂’让村民听懂政策、学懂技术，回到
家里跟着政策发展产业，带动了我村20多个贫困户
脱贫。去年，我们村就顺利脱贫了。”万福村党支部
书记宋爱其说。

据港南区扶贫办主任党勇评介绍，港南区“扶
贫讲堂”从2016年开始启动，截至目前已经举办了
182 期，基本上一个月一期，具有连续性和持久
性。港南区扶贫办联合各支持单位的业务部门力量
广泛参与，授课教师结合各村实际情况，有针对性
地为群众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受到了贫困
群众的好评。

港南区委书记杨亚俊告诉记者，“扶贫讲堂”旨
在为农民脱贫致富提供精神动力和技能支持，鼓励
贫困群众克服困难，坚定信心，用志气消除思想上的
贫困，用精准的方法消除物质上的贫困，用智慧消除
贫困的代际传递。“港南区力争在两年内将‘扶贫讲
堂’优秀资源输送至全区 50 个贫困村，惠及全部贫
困户，做到全覆盖，实现2020年全部贫困群众‘能脱
贫、稳得住、可致富’的目标。”杨亚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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