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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700多米的山
神庙村位于北京市门头
沟区雁翅镇北部，是一
个纯山区村，全村91户
153 人，其中低收入户
31 户 68 人。村庄自然
资源条件差，村集体经
济薄弱，农户经济收入
来源单一，2016年被确
定为低收入村。“我们村
是低收入村，但民风淳
朴，干部团结，希望通过
自身努力和社会帮扶改
变落后面貌。”如今，村
党支部书记王永亮的梦
想即将成真。

5 月 23 日，北京市
属国企精准帮扶低收入
村“一企一村”结对扶贫
签约会在门头沟举行。
51 家市属企业与 54 个
低收入村签订了“一企
一村”结对帮扶协议书，
标志着北京市属企业结
对帮扶北京低收入村全
面打赢“脱低”攻坚战工
作正式启动。山神庙村
因此迎来了“结对”企业
——北京新奥和元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

新奥和元是一家在
城市功能区文体旅游项
目运营服务方面经验丰
富的企业。经过前期对
接考察，确立了立足山
神庙村培育和孵化休闲
农业和乡村旅游等特色
产业的目标，希望以此
提高低收入农户的增收能力，为村民返乡创业就业
创造有利条件。王永亮告诉记者：“我们有信心通过
大力发展集体产业，增强自身‘造血’能力，实现全村
增收致富。”

2016 年，北京市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低收入
农户增收及低收入村发展的意见》，以 2015年家庭
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 11160 元为基本标准，将符合
条件的农户认定为低收入农户；将低收入农户数量
超过本村农户总数的 50%并达到一定规模、村庄基
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村集体经济
较为薄弱的行政村认定为低收入村。

北京的经济发展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但截至
2017年底，像山神庙村这样的低收入村还有234个，
低收入农户7.06万户、15.15万人，分布在全市9个区。

今年以来，北京市明确提出推动从单纯的“增
收”向包括加强教育、医疗、住房保障在内的“帮扶”
转变，同时凝聚力量形成帮扶合力，加大低收入重点
村与市管国企“一企一村”对接。

“我们把 234 个低收入村中最贫困、最偏远、最
艰苦的 54 个村作为市属企业开展‘一企一村’结对
帮扶对象。市属企业要因地制宜、因村制宜、因户制
宜，使帮扶工作做到又精又准，见真效。”北京市国资
委主任张贵林说。

此前，19 家市管国企已经选派了 20 名第一书
记与20个低收入村建立了结对帮扶关系，并充分发
挥企业的信息、市场、科技、人才等优势，在产业发
展、就业帮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51家市属企
业与54个低收入村签订“一企一村”结对帮扶协议，
更多的企业将参与到帮扶阵营中来。

北京市提出，到 2020 年，所有低收入农户家庭
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低收入标准线，低收入村全部
消除；力争有劳动能力、有就业意愿的低收入劳动力
全部实现就业。

张贵林表示，北京市属企业将发挥在资金、技
术、管理、人才等方面的优势，推进低收入村“一村一
品”特色产业体系建设，积极培育农业龙头企业和低
收入村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乡村旅游业和农产
品加工业，使低收入农户分享到农业全产业链和价
值链增值收益；支持电商企业拓展农村业务，加大金
融扶持力度等。

在就业帮扶方面，北京市国资委已与北京公交、
地铁、首发、环卫等 7 家公用企业签订责任书，明确
要求 7 家企业提供 4000 个工作岗位解决低收入村
劳动力就业安置问题。未来，将有更多的就业机会
精准投放到低收入村，实现“一人就业，全家脱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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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是国家确定的“三
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之一，自然环境严酷，
干旱缺水，基础设施薄弱，公共服务滞后。
经过多年努力，2017 年，全州贫困人口由
2016年底的29.94万人减少到26.05万人，
贫困发生率由17.03%下降到至14.82%。

临夏州委书记杨元忠表示，他们将充
分发挥州县乡村四级书记、农村基层组织、
帮扶工作队、东西协作、社会帮扶、能人大
户、贫困群众7个体系的作用，把贫困户一
户一户盯住，把帮扶项目和帮扶责任落实，
坚决打赢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战。

山梁沟峁间，产业种子悄然发芽

在村里的布鞋作坊当了六七年的临时
工，今年3月份开始，王玉霞有了自己的上
鞋机和缝纫机，她的时间也因此更自由，每
个月的收入从以前的 1200 元左右增加到
了2000元。

王玉霞住在临夏州临夏县新集镇杨坪
村，家庭贫困，一家6口人的收入主要靠丈
夫外出务工和她在村里的布鞋作坊干零
活。几年下来，王玉霞做布鞋的手艺越来
越好。今年3月份，当乡镇干部告诉她，可
以扶持她5000元的产业发展资金，王玉霞
毫不犹豫地用这笔钱买了上鞋机和缝纫
机。自从有了做鞋机器，王玉霞已经可以
定期向做鞋大户稳定提供鞋帮、鞋底。

同村的做鞋大户杨迎吉就是王玉霞的
固定客户，他每年销售布鞋2万多双，为他
做活儿的30多户村民中，有一半以上是贫
困户。“基本上都是农村留守妇女，大家闲
了的时候来我这儿纳鞋底、做鞋帮，每人每

年可以挣到5000元左右。”
近年来，临夏县按照“小产品、大市场”

的发展理念，通过兴办龙头企业、打造特色
品牌、组织开展培训、鼓励发展电子商务、
成立研发中心等举措大力发展布鞋产业。
全县布鞋企业和加工户遍及25个乡镇，有
加工企业28家，加工大户814户，从业人员
达1.8万人，其中贫困户占80%左右。

让富民产业遍地开花，是临夏州促进
贫困群众持续稳定增收的重点和核心。为
此，临夏州因村因户因人施策，大力扶持贫
困群众发展特色种植、畜牧养殖、劳务输
转、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富民增收产业，
并确定打造旅游、食品和民族用品生产加
工、劳务“三个百亿产业”。2017年，全州旅
游接待人数和综合收入分别增长 44%和
47.6%，食品和民族用品生产加工业产值、
劳务综合收入分别增长7%和8.8%。

近年来以地膜玉米为主的旱作农业
发展迅速。杨元忠介绍说，在市场上玉米
产量过剩的情况下，临夏州大力推进“粮
改饲”工作，去年种植饲草玉米 9.9 万亩，
对玉米秸秆进行全贮、青贮、黄贮或草粉
加工达 143.9 万吨，玉米秸秆综合利用率
达到74%，高于全省62%的平均水平，优化
了种植、养殖结构，加快了农村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

“我们来了”，高山与大海欣然牵手

“厦门飞兰州，开车到临夏……临夏
厦门是一家。”最近，一首名叫《临夏临夏，
我来了》的歌曲在厦门市的大学生中传
唱 ，这 是 写 给 前 往 临 夏 支 教 的 厦 门 人

的歌。
自2010年国务院扶贫办确定厦门与临

夏两地建立东西协作关系以来，每年都有党
员干部、企业员工、医疗人员等一批又一批
厦门人来到临夏。

王传国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是厦门市
海沧区政府办干部。去年 4 月份，王传国
来到临夏积石山县，挂职县扶贫办副主
任。一年多来，协调资金，对接项目，落实
产业，协调劳务输出……王传国忙个不停，
跑遍了积石山所有的乡镇。

王传国和同事们的苦没有白吃。2017
年，在海沧区与积石山县组织实施东西部扶
贫协作项目的过程中，实现了从过去三年以
道路、桥梁等单一性基础设施项目为主向富
民产业、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等多
元化帮扶协作项目的成功拓展。

记者了解到，2017 年，厦门市财政支
持、社会帮扶、企业投资三管齐下，全面加
大帮扶临夏力度，共投入财政帮扶资金
1.6478 亿元、社会捐赠 2389.9 万元、国有
企业产业投资资金 1.82亿元，三类资金总
额达3.7067亿元。同时，厦门组织街道乡
镇、村民社区、企业结对帮扶临夏州 51 个
乡镇和122个深度贫困村。

一方面是资金、项目的投入，另一方
面，厦门还组织临夏特产和劳务走出去。
临夏州扶贫办有关负责人介绍说，去年全
州开展帮扶培训5537人，向厦门有组织输
转劳务2331人。

今年以来，海沧区按照“积石所需，海
沧所能”的原则，继续精准聚焦积石山县贫
困乡镇、贫困村和建档立卡贫困户。王传
国告诉记者，2018 年第一批拟投入资金
1900 万元，将在电商产业、贫困村的村级
光伏发电、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特色种
植、养殖产业、扶贫车间建设、村级农民专
业合作社7个领域打造一批帮扶项目。

内心深处，脱贫动力盎然生发

2016 年 3 月份，积石山县第一次“两
户见面会”在肖家村举行，离肖家村不远的
阳洼村村民韩明福向大家讲述了自己的脱
贫经历：他之前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参加
了帮扶企业金川集团公司组织的劳动技能
培训，掌握了电焊技术。随后一年多，他不
仅靠电焊手艺在四川一个工地上务工脱
贫，还凭借过硬的本领赢得了施工单位的
信任，承揽一个小型工程的电焊业务，组建
起自己的施工队，成为经营者。

韩明福的脱贫故事，让不少人明白了
一个道理：大山沟的人只要有手艺，也能去
外面的世界闯荡。“以前就是守着几亩地，
没有自信，不相信自己去外面能挣到钱，所

以不想学技术。”积石山县刘集乡肖家村党
支部书记肖继元告诉记者，从那以后，村里
的培训会再也不需要动员，大家伙儿都特
别积极地参加。

临夏州将扶贫与扶志、扶智结合起来，
在全州推广积石山县“两户见面会”等经验
做法，并采取菜单式、以奖代补、以工代赈
等方式，让群众结合自身实际自主选择帮
扶项目，提高积极性和参与度。

近几年，东乡族自治县龙泉镇苏黑村村
民杨白克力一直在外闯荡，他带着妻儿在甘
肃酒泉租用当地农民的养殖圈舍养羊。“那
边交通方便，饲草成本低，效益更好。”经过
几年发展，杨白克力的养殖规模从最初的十
几只羊发展到现在的 100 多只，杨白克力
说，“靠政府扶持的产业发展资金和贷款，明
年扩大到500只，我脱贫就没什么问题了”。

去年下半年，杨白克力把养殖场交给
儿子打理，自己回到了村里。“村上硬化道
路，我作为村民小组组长，要挑起担子来。”
看着村里的面貌一天天发生变化，杨白克
力脱贫的信心更足了，“国家对扶贫投入这
么大，等修好了路，发展起了产业，我们也
不用在外面漂泊了”。

确保质量，脱贫之后继续帮扶

今年年底实现脱贫，临夏州东乡族自治
县龙泉镇苏黑村的杨胜明心里已经有了底。

“我是这样计划的，用厦门市帮扶的
1 万元资金和县上的 1 万元以奖代补产业
养 4 头牛，年底争取出栏 1 头肉牛。”杨胜
明说，前段时间，出栏了 20 只羊，有 3000
元的纯收入。到年底，仅养殖这一项就能
有 6000 元的纯收入；儿子外出打工，一年
下来能有1万元的纯收入。

这几年，在政府的帮扶下，杨胜明的四
口之家陆续实现了“两不愁、三保障”，1.6
万元的纯收入足以让他脱贫。在杨胜明的
家里，记者看到了一份“一户一策精准脱贫
帮扶计划”，在脱贫后，他还能获得5000元
的奖励资金和 5000 元的持续稳定增收补
助资金，用于扩大养殖规模。

今年以来，临夏州所有贫困户都有一
份像杨胜明家一样的“一户一策”计划，成
为全州贫困人口的小康“路线图”，其中包
括58766户贫困户的精准脱贫帮扶计划和
71788户脱贫户的巩固提升帮扶计划。

“结合‘一户一策’精准脱贫计划，我们
将全力以赴推动到村到户项目落实，确保脱
贫质量经得起检验。”杨元忠说，临夏州将一
手抓贫困人口脱贫，一手抓已脱贫人口巩固
提高，按照“脱贫不脱帮扶、脱贫不脱政策、
脱贫不脱项目”的思路，继续强化对已脱贫
人口的帮扶，巩固脱贫成果，降低返贫率。

一项项投入帮扶 一户户盯住脱贫
——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脱贫攻坚一线见闻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琛奇 陈发明

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

是国家确定的“三区三州”

深度贫困地区之一，自然

环境严酷，基础设施薄弱，

公共服务滞后。今年，随

着《临夏州脱贫攻坚实施

方案（2018—2020 年）》的

出台，临夏今后3年脱贫攻

坚的总抓手、任务书、路线

图也随之确定

蔬菜产业是贵州省锦屏县新化乡新化所村实施

精准扶贫助力贫困群众脱贫的主要渠道之一，目前，

该村种植黄瓜、笋瓜、豇豆、青椒等蔬菜面积1000余

亩，带动多户贫困户脱贫致富。图为新化所村村民

在蔬菜基地里采摘蔬菜。

李必祥摄

四川省广元市旺苍县是川陕革命老
区、边远山区，也是秦巴山区连片扶贫的核
心地带，是农业银行金融扶贫的重点区
域。近年来，农行旺苍县支行搭建具有农
行特色的“惠农通”“惠农卡”“惠农贷”“三
惠一体”金融精准扶贫平台，带动广元金融
扶贫取得良好效果。

秀海村党支部书记杨永德是致富带头
人之一。他以前在外打工，后回乡创建了
旺苍县秀海水果专业合作社。2010 年杨

永德被选为村党支部书记。2014年，杨永
德承包20亩地种植猕猴桃，经过几年的努
力，收入比以前翻了好几倍。

种植猕猴桃初见效益，杨永德准备扩
大种植规模和品种，但资金成为最大难
题。农业银行旺苍支行得知情况后，在一
个星期内，开展了入户调查、评级授信，有
针对性地制定贷款方案，通过“惠农贷”，很
快将 10 万元贷款发放到杨永德的惠农卡
上。因为有技术、品种好，杨永德的猕猴桃

还未成熟就被预订一空。村民们看在眼
里，纷纷上门请求加入合作社。

秀海村有 72 户贫困户，其中 31 户加
入了合作社，但缺少项目启动资金是共同
难题。农行旺苍支行积极开展业务创新，
与地方政府合作，在村里设立 7 人的贷款
风险控制小组，为贫困户评级授信。随着
入社村民的不断增多，2018 年 3 月，杨永
德以“政担银企户”（即政府分险贴息、农担
公司担保、银行增信增贷、企业发展带动、

贫困户增收脱贫）的方式从农行贷款40万
元，进一步扩大了合作社规模。

“扶贫小额信贷，贫困户受益是关键。
搭建‘三惠一体’的金融精准扶贫平台十分
必要。”农行旺苍县支行行长陈吕跃说，目
前，农行在广元市 297 个行政村建立了

“金穗惠农通”服务点 375 个，实现了金
融服务对全县乡镇和行政村 100%覆盖，
支行惠农卡发卡总量达到6.9万张。

“三惠一体”金融精准扶贫取得良好成
效。目前，农行已对旺苍县4430户贫困户
进行了信用评级，对其中 3698 户授信 1.2
亿元，累计为 1037 户发放扶贫小额贷款
4381 万元，贫困户申贷获得率达到 98%。
截至今年 4 月末，旺苍县累计实现精准减
贫 1.1 万户、3.68 万人，完成四川省委、省
政府下达的目标，其中，通过农行旺苍县支
行“三惠一体”平台带动的减贫人数占全
县减贫总人数的 30%。

农业银行四川旺苍县支行实施惠农通、惠农卡、惠农贷——

“三惠一体”做实做优精准扶贫
本报记者 温济聪

蔬菜产业助脱贫

图为临夏州积石山县投资240万元建设的刘集乡肖家村沙地湾社联户养殖小区。 本报记者 李琛奇摄

临夏州临夏县新集镇杨坪村做鞋大户杨迎吉的布鞋作坊带动周边 30 多户农民增

收。图为杨迎吉夫妇在整理做好的布鞋。 本报记者 李琛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