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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贵州省石阡县翻
越连绵群山，记者来到
乌江河畔的本庄镇雷洞
村。站在村头山坡前，
馨香吹来，满山遍野的
花椒树结满累累果实。

雷洞村党支部书记
胡熙告诉记者：“我们村
的自然环境是‘出门看
见坡坡，山上不离窝窝，
望见乌江水，喝不到乌
江水’。”

雷洞村有 10 个村
民 小 组 ，338 户 1554
人。由于居住环境差，
加之工程性缺水，过半
群众生活贫困，是武陵
山区的极度贫困村。

胡熙说：“要想富起
来 ，还 得 从 地 里 找 门
路。村‘两委’经过多次
研究达成共识，调整产
业结构，种植适合本地
环境特点的经济作物。”

2014 年底，雷洞村
派人到重庆考察学习。
大家结合村里的实际
情况，决定组织群众种
植花椒树。为了带动群
众，村干部带头把自家
的地种上了花椒树。

刚开始，很多村民
对此不接受，普遍认
为，以前祖祖辈辈种玉
米虽然日子过得紧，但
是毕竟有口粮，吃不完
的玉米还能当饲料养鸡
喂猪。

当时，胡熙去村民
胡通森家做工作，可胡通森坚持继续种植传统的低
效作物。后来，胡熙对胡通森承诺：“先用你一亩坡
地种上花椒树，如果失败了我赔你一年的土地费。”
胡通森终于同意了。

2017 年，胡通森的一亩花椒地收益 1 万多元。
尝到了甜头，去年底，胡通森把自家的6亩土地和荒
山全都种上了花椒树。

来到胡通森的花椒地，记者看到，他正忙着管护
花椒树。胡通森告诉记者：“今年这些树是初次结果，
等3年以后进入盛果期，我这一块地就能赚3万元。”

何汝萍是当地的种植大户，2014 年冬天，她流
转土地80多亩种植花椒树，去年底收入10多万元。

何汝萍惋惜地告诉记者：“去年由于我们没有建
烤房，花椒每斤只卖了 2.5 元，要是有烤房，烤干以
后可以卖到每斤17.5元。”

趁着天气好，何汝萍正抓紧时间在自家院子里
和师傅们一起铲砂、搬砖，好尽快把烤房建好。

目前，雷洞村一共种植花椒树 6800 多亩。村
里成立了专业合作社，和农户签订了产销合同，由
合作社以统一价格收购农户的花椒。同时，将搬迁
户的花椒树入股村专业合作社进行统一管理，年底
分红，剩余资金作为村集体经济收入。胡熙说：

“我们计划进一步扩大花椒树种植规模，力争2018
年达到1万亩。”

“雷洞村过去农业产出效益低，每年村里都有
300 多人外出打工，自从种上花椒树，目前已经有
200多人主动回来管护自家的‘摇钱树’了。今年年
底，我们这个世代贫困村有望同全县一道如期脱
贫。”胡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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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贷牛了，你贷了吗？”在国家重点扶
贫开发县广西河池市都安瑶族自治县，贷
几头牛回家养或让合作社代养已成为很多
贫困户的生产方式，是他们最乐意分享的
脱贫经验。

“贷牛还牛”

新模式结出硕果

都安县澄江镇甘湾村金壮源养牛专业
合作社位于一片郁郁葱葱玉米地包围着的
半山腰上。

合作社法人代表叫蓝志业，是甘湾村
村民。为了改变贫困状况，蓝志业在2016
年开始养牛。由于养牛周期长、见效慢，到
了年底，蓝志业陷入困境。继续养下去缺
少资金，打“退堂鼓”则只能继续陷于贫困。

就在蓝志业进退两难时，都安县委、县
政府实施的“贷牛还牛”项目，给他送来了
一场及时雨。

在政府引导下，由贫困户牵头，甘湾村
成立了金壮源养牛专业合作社，通过金融
贷款投入 30 多万元，建成牛棚 600 平方
米，种植牧草25亩。蓝志业作为带头能人
被推选为合作社法人代表。

“贷牛还牛”是通过小额扶贫贷款资金
扶持贫困户养牛，贫困户免费从养殖龙头
企业“贷牛”，可自养也可由合作社代养，
牛养大后企业按不低于市场价回购。贫困
户还牛后再贷牛，滚动发展。这一模式解
决了蓝志业等贫困户的资金短缺难题，使
养牛产业走上了规模养殖和健康发展的
轨道。

目前，蓝志业的合作社存栏黄牛 68

头，他自养 41 头，为无劳动力、无场地、无
技术及外出务工的贫困户代养27头。

在地苏镇拉棠村，村民韦克指着牛棚
旁边的玉米地告诉记者：“这些玉米都是
给牛吃的，一亩地能养3头牛。”

拉棠村是当地深度贫困村之一，全村
耕地面积1174亩，人均面积0.65亩。

过去，韦克家里的旱地只能种玉米，
扣除种子、化肥和人工成本后，每亩地每
年收入只有 260 元至 300 元。政府实施

“贷牛还牛”项目后，韦克自家养起了18头
瑶山生态牛，家里的 2 亩旱地虽然种的还
是玉米，但是“粮改饲”，玉米都成了牛的
口粮。

“养牛比种玉米好。”韦克说，18头牛按
平均一头卖1.3万元算，扣除贷牛的10.8万
元及草料成本，一年能净赚10万元左右。

多方发力

养殖全程有保障

都安“九分石头一分土”、人均耕地不
足0.7亩。“贷牛还牛”的探索实践，让都安
人看到了在大石山区发展产业的希望。

2017年 4月，都安县印发了扶贫产业
贷牛还牛项目实施方案和扶贫产业贷羊
还羊项目实施方案，计划到2019年底养牛
达到20万头，养羊达到100万只，实现“千
山万弄百万羊”和“户均一头瑶山牛”的目
标，形成贫困户年均增收 5000 元以上的
稳定长效脱贫路径。

在都安这样的贫困地区发展养牛产
业，面临着牛从哪里来，风险怎么防，市场
怎么找等难题。

“为了使养牛产业健康发展，我们打造
了‘党委引领+政府主导+企业牵头+确定
贫困户+技术培训+金融扶持+修建牛（羊）
舍+政府投保+帮扶干部跟踪+政府保本、
企业回收+冷链加工、包装物流+互联网营
销+滚动发展’的闭环产业链。”河池市副
市长、都安县委书记陈继勇说。

都安县政府搭建平台，整合统筹资金，
引进了百旺壮瑶万头种牛养殖基地、地苏
大都华牛生态养殖科技示范园、永安澳寒
羊养殖基地等企业，保障了充足的种牛和
种羊供应。

在产业发展过程中，为了让贫困户免
费贷到牛，政府利用贫困户 5 万元小额信
贷每年所享有的 4000 元收益金帮助贫困
户购买 1 头牛犊或 5 只羊，养殖周期为 12
个月，牛（羊）犊本金归贫困户所有。

由于实行还牛（羊）再贷、滚动发展，从
2018年开始，每个贫困户饲养牛达 2头以
上（或羊10只以上），到2020年后，每个贫
困户饲养牛将达 4 头以上（或羊 20 只以
上），4 头牛（或 20 只羊）的本金都归贫困
户所有。2020年后，即使撤走扶贫工作队
员，贫困户也有了4头牛（或20只羊）的资
本金（1.6万元以上）作为发展金，同时全面
掌握了养牛（羊）技术，从而可有力保障脱
贫效果。

2017年，都安县通过“以奖代补”的方
式启动“粮改饲”工程，鼓励农户种植玉米
当饲料卖，一年收三季卖给养殖企业或养
殖户。据统计，目前“粮改饲”种植面积已
达 5.1万亩。每亩“粮改饲”比传统玉米种
植增收达 2600 元至 3000 元，既能增加群
众收入，又解决了发展肉牛（羊）养殖青饲
料不足的问题。

对于养殖户来说，最大的风险莫过于
牲畜死亡。为了让贫困户吃上“定心丸”，
中国人保财险等公司在都安组织开展农业
政策性保险工作。都安县政府整合资金为
贫困户支付保险费用，如果贫困户饲养的
牛犊出现意外死亡，保险理赔完毕后可补
领养1头牛犊，实现贫困户参加“贷牛（羊）
还牛（羊）”项目有保障。

为解决养殖技术难题，都安县聘请广
西大学和广西农科院的专家作为养殖基地
的长期技术指导员，引进“微生物+”等先
进技术、理念和管理方法，实现生态养殖繁
育。在牛犊身上植入可追溯芯片后发放给
贷牛（羊）贫困户饲养。在养殖过程中，企
业协助畜牧部门为养殖贫困户随时提供日
常技术指导及防病治病服务。

这些配套措施极大地提高了贫困户养
殖的积极性，促进了养殖产业的发展壮
大。不到 2 年时间，都安县肉牛从 9.27 万
头发展到近 15 万头，肉羊从 69.42 万只发

展到近 80 万只，带动贫困群众 13072 户
54902人，牛羊合作社发展到48家。

一二三产融合

助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我们要通过‘贷牛（羊）还牛（羊）’项
目推动全县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
种养殖业、冷链加工业、物流销售配送业的
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陈继勇说。

在肉牛（羊）达到出栏标准后，企业按
市场定价从贫困户手中回购肉牛（羊）。如
果市场价格低于 10 元/斤，企业则按保底
10 元/斤给予收购，由政府对市场价格和
收购价格提供差价补贴。

在规模养殖基础上，都安县引导龙头
企业广西都安嘉豪实业有限公司投资3亿
元建设西南冷链仓储物流中心和牛羊屠宰
加工厂，实现屠宰加工和冷链仓储物流一
体化，年输出量达 266 万吨，年产值近 30
亿元。

此外，都安县还利用东西部扶贫协作
和深圳市宝安区对口帮扶都安的机遇，主
动开发深圳市宝安区肉牛（羊）销售市场，
通过都安西南冷链仓储物流中心将深圳市
场和都安的肉牛（羊）养殖基地无缝对接，
确保销路。

“根据2017年深圳市宝安区的市场需
求和销售实际，宝安区的消费需求远远大
于都安的肉牛（羊）供应，可以实现产销的
良性循环。我们的整个产业链，能保证头
天晚上瑶山牛在都安进屠宰厂，第二天早
上生态牛肉出现在深圳市场的餐桌上。”陈
继勇说。

这些措施实现了“贷牛（羊）还牛（羊）”
产业链的可循环、可持续性，农户、企业和
政府在赢利上都有坚实保障。一是企业赢
利“多点开花”。通过牛犊养殖繁育、生产
有机肥、屠宰加工等环节，每头牛净利润为
3000 元左右。二是贫困户增收“名目繁
多”。贫困户可以通过“贷牛（羊）还牛

（羊）”项目牵牛领羊回家饲养增收，第一年
可获利 6000 元至 8000 元，第二年后由于
养殖规模扩大，利润也随之翻倍增长；可以
到肉牛（羊）养殖基地和合作社按劳打工领
取工资，解决就业增收问题；可以以股份合
作的方式融入合作社，参与合作社收益分
红，拓宽增收途径；可以将自家土地租借给
养殖基地和合作社进行规模化“粮改饲”生
产，通过土地流转实现增收。三是农业发
展“一举多得”。“粮改饲”、肉牛产业发展改
变了大石山区的产业结构，促进了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实现
了种养结合、产销对接，构建了养殖、加工、
物流的全产业链，产业基础不断巩固。

贷上几头牛 走上脱贫路
——对广西都安县“贷牛（羊）还牛（羊）”项目实施情况的调查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童 政 周骁骏

国家重点扶贫开发县广西

河池市都安瑶族自治县地处石

漠化片区，脆弱的生态环境和薄

弱的产业基础为脱贫攻坚带来

巨大挑战。都安县按照“企业牵

头、政府扶持、农户代养、贷牛还

牛、还牛再贷、滚动发展”的模

式，创新推进“贷牛（羊）还牛

（羊）”项目，不仅促进了脱贫攻

坚，还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实

现了一二三产深度融合，从而把

扶贫产业做成了一篇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大文章

图为广西都安县百旺镇壮瑶养牛合作社代养基地。 韦秋莹摄

广西都安县百旺镇庭律村那阳队韦美英在喂养贷回的牛犊。 韦秋莹摄

陕西制定贫困退出指标

完善住房、医疗等指标认定机制

本报讯 记者雷婷报道：陕西省脱贫攻坚指挥
部近日下发通知，对全省贫困退出中安全住房、基本
医疗、义务教育等指标的认定机制进行完善规范。

通知要求，贫困户退出“有安全住房”标准为全
部建档立卡贫困户有安全住房；列入贫困退出的易
地扶贫搬迁对象，需全部达到国家规定的入住标准；
贫困县退出安全住房标准要求，须全县有安全住房
的农户达到97%。

义务教育方面，通知要求，贫困户退出“无义务
教育阶段辍学学生”标准需满足贫困户子女义务教
育阶段无因家庭贫困不能入学或辍学（因病休学和
因残疾、智障而不能上学、辍学的除外）。

医疗保障方面，贫困户退出标准为家庭成员全
部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大病保险，贫困村退出
标准为有标准化卫生室，贫困县退出标准为贫困人
口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大病保险达到 100%。
按照相关政策，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建立新农合、大
病保险、医疗救助和补充医疗保障四重医疗保障体
系。通知明确，各级党委政府要严格落实分级诊疗
制度，规范转诊程序；落实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参加
新农合个人缴费部分由财政给予补贴政策。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在定点医院就诊，新农合住院合规医疗
费用的报销比例较非贫困人口多 10 个百分点。大
病保险起付线降至 3000元。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
特殊慢性病患者，年度门诊报销额度较非贫困人口
多 20%。符合大病集中救治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须落实大病救治措施。经过四重医疗保障后，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住院合规医疗费用报销比例不低
于80%。

上个周末，河北省石家庄市民王喜禄
在游览完邢台市临城县崆山溶洞后，驾车
返程。路过黑城乡胶泥沟村，看到许多游
客都走向同一个大棚。

“这么多人，大棚里种的什么？”王喜禄
停下车，随着人群进去。

“欢迎光临大棚生态餐厅！”服务员热
情招呼着进入大棚的客人。

大棚里干净整洁，景观水渠里，鱼儿自
在地游来游去。“这里的农家乐有特色、环

境好，在微信平台上就能点餐。”说话间，王
喜禄点了几个临城地方特色菜。

“饭菜香、环境好，农家乐的生意自然
好。”农家乐经营者麻晓奇告诉记者。

依托丰富的旅游资源，胶泥沟村的村
民们通过发展农家乐、大棚采摘游等，村里
一半以上的贫困人口参与旅游相关产业，
年人均收入达到 3500 元以上，2016 年就
实现了脱贫。

河北临城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

县，同时又是旅游大县，有景色秀美的天台
山、风光旖旎的岐山湖、北方第一洞崆山白
云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普利寺塔
……临城县将旅游业与扶贫深度融合，积
极探索旅游扶贫的新路径，一户户缺少经
济来源、收入渠道单一的贫困户依靠旅游
走上致富路。

“临城依靠丰富的景区资源，加快了休
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建设，形成了四大特色乡
村旅游片区，实现了‘春季赏花、夏季避暑、

秋季采摘、冬季观洞’，四季旅游不断档。”临
城县委书记宋向党说，目前临城已发展旅游
景点69处，农家乐、渔家乐57个，观光采摘
园160个，3个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4个省
级农业旅游示范点和42公里绿廊绿道。

在大棚生态餐厅打工的服务员张会芳
是彭家泉村村民。3 年前，她通过政府组
织的技能培训找到了工作，“在这里工作离
家近，每月能挣 2000 多元，农忙时还能帮
着家里干点农活。现在全家一年收入有5
万多元，是原来的两倍多”。

临城县把旅游和当地百姓就业结合起
来，组织实施乡村旅游人力资源开发计划，
分级分类开展培训，提升旅游服务品质。

近6年来，临城累计带动4万多农民吃
上了休闲农业饭，年人均纯收入高于全县
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0%。截至2017年底，
全县仅剩贫困人口4156人，累计脱贫6.82
万人，全县综合贫困发生率降至2.85%。

河北临城县：

休 闲 农 业 助 农 致 富
本报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李 开 王永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