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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贵州省安顺市镇宁布依
族苗族自治县依托当地丰富的少数
民族文化资源，大力推进“锦绣计
划”，让少数民族妇女的“指尖技巧”
变成“指尖经济”，实现了民族文化传
承和脱贫致富的有机统一。

今年42岁的伍德芬做梦也没想
到，自己的手工活计有一天会走出大
山，登上时装周的 T 台。2017 春季

广东时装周上，设计师用伍德芬染制
的蜡染布设计制作了一组服装，大放
异彩，“没想到我们平常用的‘土布’
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坚定了我传承
民族传统技艺的信心。”伍德芬说。

镇宁县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
的近六成，保留了较为完整的少数民
族传统工艺。但该县也是国家级贫
困县之一，大批劳动力长期外出务

工，使懂得传统民族工艺的群众越来
越少，愿意学的人也越来越少。

一方面要尽早摆脱贫困，一方面
民族技艺濒临失传——面对两难，镇
宁县于 2013 年启动了“锦绣计划”，
要让少数民族传统技艺成为群众脱
贫致富的门路。

要让“指尖技巧”成为“指尖经
济”，技术、产品、品牌、市场……一个
环节都不能马虎。

在传承民族技艺方面，镇宁县连
年举办培训班，请老艺人、民间艺术
家到现场手把手教学，吸引了一批外
出务工青年返乡学习。同时，该县积
极举办各种形式的手工技能比赛，带
动更多妇女从事手工制作。

为了让手工艺品更好地满足现
代人需要，镇宁县出台政策，引导企
业和个人自主研发或与工业设计创
意机构联合，推动特色手工产品创新
发展，使得一批将传统和现代完美结
合的民族工艺品，走向了市场。

同时，镇宁县各部门加强协同配
合，合力打造民族特色手工艺品品
牌。以“名师”“名匠”为带动，打造突

出当地文化内涵、民族特色的品牌形
象，推动形成了一批有一定影响力的
企业自主品牌。

在一系列综合举措的带动下，镇
宁县目前从事民族手工艺产品加工
的妇女近 3000 人，该县也发展成为
贵州省最大的民族蜡染工艺品生产
基地县和集散中心。

“锦绣计划”的实施，让不少掌握
一技之长的少数民族妇女在家门口
找到了工作。就职于镇宁瀑乡蜡妹
民族旅游工艺品公司的黄初芬，过去
长年在外务工。2014年，黄初芬回乡
到镇宁学做木艺娃，每月有 2000 多
元收入，“虽然比外面挣得少了点，但
能照顾老人和小孩。”黄初芬笑着说。

据了解，在镇宁的六马、募役、扁
担山等乡镇，形成了一批民族传统工
艺品特色村寨，从事相关产品制作的
妇女月收入可达2000元左右。

镇宁县妇联主席潘美芳告诉记
者，“锦绣计划”不仅有力地促进了传
统民族手工业的发展，还推动了少数
民族妇女在家就业，改善了老人空
巢、儿童留守的乡村现状。

贵州镇宁促进传统民族手工业发展

“锦绣计划”启动“指尖经济”
本报记者 吴秉泽 王新伟

仲夏时节，走进江苏省连云港
市赣榆区百里特色水果产业带，只
见各色水果挂满枝头，让人垂涎欲
滴。在黑林镇富林村东北的江苏沃
田蓝莓基地，数百个蓝莓钢构温室
大棚在山坡上顺势摆开，满山遍布
翠绿的蓝莓树，空气中弥漫着蓝莓
的甜香。基地内，负责采摘的村民
正手戴指套采摘蓝莓，动作小心翼
翼，如同照顾自家宝宝。

“采摘还要这样讲究？”
“这些蓝莓可娇贵着呢，现在要

200元一公斤。”村民吴道花说。
“200 元一公斤？城里的市场

上才60元一斤！”
“200 元一公斤还是便宜的，

4 月份，棚里头水特级果 600 元一
公斤，北京、上海、广州的客商还要
提前打款预订呢。”在一旁现场指导
的高级农艺师尹德学说。路边，十
几名村民正在装筐，往车上上货，运
往基地东侧的冷链储运基地。

近年来，赣榆区依托地处优质
水果种植带的地理优势，按照生态
优先、科技引领、效益提升的原则，
在百里荒山丘陵上大力发展特色水
果产业，引来滚滚财富，村民们彻底
甩掉了贫穷的帽子，“江苏最美百果
园”“蓝莓小镇”“樱桃小镇”等荣誉
也接踵而至。

富林村党总支书记陈学达介
绍，富林村村名虽叫“富林”，过去却
穷得叮当响，村集体负债数十万
元。眼前这片蓝莓基地原先是“望
天收”，荒山坡一二十元一亩都没人
承包。上级扶贫年年扶，又送种苗
又送羊，但由于缺少技术、不懂市
场、没有规模，特色产业始终像个

“盆景”，成不了风景。转机出现在
2011年，江苏沃田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在 富 林 村 分 两 批 流 转 山 荒 地
2000 余亩打造高效蓝莓基地。“每
亩地流转费 800 元，这薄地年景好
也就赚个 200 多元。”陈学达说，沃
田一期流转了1300亩荒山，次年二
期又流转了 700 亩。土地流转后，
村里的劳动力得到解放，年轻男劳
力出门务工，留守在家的村民则到

基地种地，一年也有上万元的工资，
村里自此没了闲人。村民富了，村
集体经济也壮大了。仅土地流转一
项，村集体年收入就有 60 多万元，
村里建起 1000 亩大红桃基地，现
在已进入盛果期，亩均纯利 3000
元以上。昔日的穷山沟、荒山坡变
成了现在的“花果山”“聚宝盆”。

特色水果产业给赣榆带来改变
的远不止一个富林村。

厉庄镇是全国闻名的“大樱桃
之乡”“樱桃小镇”。记者在厉庄镇
了解到，在探索樱桃产业放大的过
程中，该镇把樱桃产业和“精准脱
贫”挂钩，制定大樱桃标准示范园村
村覆盖工程，村村都要发展一个特
色樱桃主导产业。目前大樱桃种植
已覆盖全镇所有村庄，通过互联网，

“厉庄”“谢湖”牌大樱桃俏销全国各
地，让该镇的樱桃产业链接四面八
方。目前，全镇从事种植大樱桃的
农户达到 1680 户，种植规模超万
亩 ，仅 大 樱 桃 一 项 ，年 人 均 增 收
2600元，形成从育苗、种植、采摘到
加工、销售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全
产业链。

赣榆区农委副主任王祥品告诉
记者，赣榆区农业产业确立了三大
板块：东部沿海海洋渔业、中部平原
粮畜循环种养、西部山丘区特色水
果。围绕建设特色水果产业园，他
们正聚力建设 12 万亩出口特色水
果示范区，以蓝莓、大樱桃、黄桃、猕
猴桃为主导产业。2017年末，赣榆
区四大水果面积达 6.82 万亩，总产
值达 12.8 亿元。目前赣榆特色水
果园区已创建省级以上园艺标准园
11个，其中部级标准园2个，制定各
类水果生产技术企业标准22个。

去年，赣榆特色水果园区还实
施了农业部“农业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试点项目”，探索出一二三产融合
发展切实可行的路径。园区内土地
流转规范，规模经营占比高，工商资
本、社会资本入园活跃，辐射带动农
民致富作用明显，百里特色水果产
业带还成为全省著名的乡村休闲观
光农业旅游精品路线。

江苏连云港市赣榆区

荒山坡上建起

特色水果产业带
本报记者 刘志奇

办好农村的事情，实现乡村振
兴，关键在党，必须加强和改善党对

“三农”工作的领导，提高新时代党领
导农村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广东省
佛山市顺德区结合乡村振兴稳步推
动固本强基三年行动计划，通过实施

“头雁”工程和培训计划、选派100名
中青年干部下基层、选聘205名大学
生进村、推广党员分层量化积分考核
等举措，有效地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
战斗力、凝聚力和创造力。

实施基层党组织“头
雁”工程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今年
年初，顺德区党代会提出要深入开展
基层大治理、实施新一轮固本强基工
程，首先以村党组织书记为重点，加
强村“两委”班子和村民小组长队伍
建设。半年来，通过实施基层党组织

“头雁”工程和培训计划，顺德不断提
升基层党组织书记的领导力。

6月11日，佛山市委党校报告厅
内，顺德区 2018 年村（社区）党组织
书记培训班拉开帷幕。此次培训班
邀请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
发展中心副主任沈迟和佛山市委党
校副校长蒙荫莉担任讲师，从国家、
省、市不同层级以及乡村振兴规划、
基层治理结构等不同角度宣讲，让参
会的镇街专职党建副书记、组织委员
以及 205 名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备
受启发。类似的“头雁”培训计划，顺
德区今年已举办了两次。

“这 3 次培训既有实践层面，也
有理论层面，我的收获很大。”顺德区
容桂街道华口社区党委书记黄活柏
说，专题学习使他开阔了视野，也明
确了社区的前进方向。

针对年轻党员比例逐年增加的

趋势，黄活柏所在的华口社区党委正
在实施“活力支部”基层党建工程，发
动年轻党员通过入户、微信群等方式
收集社情民意，开展社区服务。此举
不仅使党组织在群众中有了威信，整
个社区活力也明显提升，目前华口正
大力推动乡村振兴，辖区内有威望的
乡贤、企业家等加入了乡村振兴促进
会，并提供资金、智力上的支持，社区
的民生项目、村级工业园升级改造等
工程也加速推进。

除了培训，顺德还通过实施
“党员人才回乡计划”，选优配强党
组织书记。顺德区龙江镇以打造强
有力的基层党组织为抓手，邀请经
济能人赖珠兴回乡，将仙塘村党委
书记、村委会主任职责“一肩挑”。
目前仙塘村“两委”拧成一股绳，
发展走上正轨。

中青年干部从“驻村”
到“住村”

加强基层治理、推动乡村振兴，
人才队伍是重要支撑，为此，顺德区
大力推动“人往基层走”，今年以来已
选派104名中青年干部驻村，近期还
将选聘205名优秀大学生到村工作，
为基层党组织注入新鲜血液。

目前，104 名中青年干部在 52
个村开展一年挂职锻炼，他们来自顺
德区、镇多个政府部门，挂任村（社
区）党组织第一书记或书记助理、村

（居）委会主任助理。挂驻的村主要
为班子建设薄弱、经济发展较慢、信
访矛盾集中、历史遗留问题突出的村

（社区），或是村级工业园改造任务较
重、安全生产大检查任务较重、美丽
文明村建设任务较重的村（社区）。

顺德对挂职干部在村工作有明
确要求：一是要建强基层党组织，协

助健全村（社区）“两委”班子规范化
管理制度；二是要协助推动“双达
标”、村级工业园改造、产保区建设等
区委、区政府重点难点工作开展；三是
收集社情民意，帮助村（社区）列出问
题清单，分析问题原因，提出解决措
施；四是参加有关涉农工作会议等，
参与民主讨论和重要决策；五是及时
了解村（社区）动态，及时协同村（社
区）干部处理苗头性问题；六是做好
民生工作，结合村（社区）资源和特色，
找准村（社区）集体经济发展路子。

“在忙忙碌碌中，时光一晃而过，
不知不觉已经驻村两个多月。”顺德
区委宣传部网络信息管理科科员许
川挂职任北滘黄龙村委会主任助理，
为了深度体验村民生活，她将家迁入
黄龙村，从“驻村”到“住村”。

许川介绍，两个月来，她与驻黄
龙村党委第一书记梁咏妍并肩作战，
从基层党建、文化建设和宣传推广着
手，开展了党员“唱红歌”“好媳妇”评
选、“夕阳红”最美老人摄影等活动，
下一步将从“党建引领下的社区营
造”着手，构建黄龙村社区治理新格
局。

积分考核“考”出基层
新气象

党要管党，更要从严治党。今年
以来，顺德区已对 6 名不合格的村

（社区）党组织书记进行了调整。同
时，在陈村镇试点基础上，为提升全
区近5万名村（社区）党员的战斗力，
党员分层量化积分考核办法正向全
区铺开。

陈村镇的试点经验是，将党员划
分为村（社区）工作人员、45 岁以下
党员、45 岁以上党员 3 个层次，结合
党员职务、身体状况等要素，为每名

党员设定不同基础分值；镇提供 22
项加分、15 项扣分参考标准，村（社
区）结合实际灵活制定加减分量化标
准，将党员参与支部活动等进行积分
登记，积分情况通过党务公告栏、微
信平台定期公示；强化积分结果运
用，年终积分 90 分以上可优先评为
优秀等次。推荐参与优秀党员评比
表彰和村（社区）考核实施以来，陈村
镇党员参与组织生活和联系服务群
众的热情大幅提升，“三会一课”出席
率普遍达80％以上。陈村镇庄头村
党委依据积分在处理不合格党员方
面动真格，2017年以来，累计约谈党
员 9 人，其中劝退不及格党员 3 人，
除名2人。

此外，针对村（社区）“两委”干部
监督考核，顺德在龙江镇试点推行村

（社区）党组织“千分制”负面清单考
核，将原来由各职能部门分头考核的
36 项考核指标进行精简，形成总分
为 1000 分的负面考核清单，对村

（社区）进行集中统一考核。
龙江镇在设置14项共性考核项

目的基础上，为各村（社区）“量身定
做”个性项目41条，设置量化加扣分
标准，2017年度该镇 23个村（社区）
平均扣分 146 分、最多扣分 349 分。
龙江镇根据中心工作对清单进行动
态调整，考核结果与绩效奖励挂钩，
统一配套考核资金，适当拉大不同等
次考核资金差距，充分调动村（社区）
基层党员干部工作积极性。

“村（社区）工作开展得好，镇的
工作自然就好。”龙江镇党委书记梁
伟沛透露，在做实千分制考核过程
中，龙江逐步规范农村党务、村务、

“三资”管理工作，为解决历史遗留问
题推动乡村振兴释放了能量，目前镇
村联动、村企结对的105个乡村振兴
项目正在稳步推进。

广东佛山市顺德区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

乡村“头雁”怎么当
本报记者 张建军 通讯员 欧阳少伟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

区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

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

作用，把党管农村的工

作要求落在实处。通过

培育乡村工作的“领头

雁”、选派100名中青年

干部下基层、推广党员

分层量化积分考核等举

措，不断改善和加强基

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凝

聚力和创造力，使乡村

不断焕发新活力

龙江镇仙塘村党委书记赖珠兴（右一）和群众在交流。 （资料图片）

吕潭乡瓜农将瓜苗装车。 周亚兵摄

入夏后，河南省周口市扶沟县
吕潭乡从事育苗的菜农迎来了丰收
的喜悦。

“我的嫁接苗厂现在就像集市
一样，每天卖出的西瓜苗有十五六
车。”吕潭乡林湾村的陈学孔一边指
挥工人把外地客户订购的瓜苗装
车，一边高兴地对记者说。陈学孔
的嫁接苗厂有 35 亩地，每年培育

“黑美人”“8424”等优质品种西瓜
苗 300 万株左右。“除去技术员、工
人工资等开销，陈叔每年四五月份
可净挣100万元。”一旁的乡党委书
记葛红亚说。

在吕潭乡，像陈学孔这样从事
专业育苗的农民越来越多，而且大
多采取专业合作社模式，实行订单
生产，价格稳定，不愁销路。该乡的
运来种植专业合作社以专业化育苗
为主，7 亩育苗基地常年为本县和
邻近几个县的 10 万亩蔬菜种植户
提供种苗和技术指导。去年，合作
社经理贾运来从韩国引进了“香辣
王”辣椒苗，培育后在全县种植面积
达 2000 亩，亩均产量 1 万斤，产值

达 7000 元以上。“全乡专业育苗的
土地有 300 多亩，亩年均效益在 2
万元以上。”葛红亚介绍说。

近年来，吕潭菜农更是走上了
标准化、品牌化和集约化发展之
路。代玲是运来合作社的一名菜
农，每次进育苗大棚前，都要经过严
格的修剪指甲和喷雾消毒等程序。
她一边熟练地操作着自动化装穴盘
播种机，一边和记者攀谈，“育（蔬
菜）苗其实和照料自家孩子一个道
理，用心了，小孩子就会长得壮实不
生病，咱这里育苗，湿度、温度、消毒
啥的可讲究了，将来菜才能少得病，
多结果。”代玲说。

一人致富，全村受益。富起来
的陈学孔他们，像头雁一样，带动全
村人一起走上致富路。陈学孔的苗
厂最忙的两个月里用工量100人左
右，这两个月，每人能挣 4000 元。
另外，每装一车苗，工人能另外挣到
1000 元。“在这干活的绝大多数是
本村五六十岁的妇女，不仅能照顾
家、接送孩子，还不耽误挣钱！”陈学
孔笑得很憨厚，也很自豪。

河南扶沟县吕潭乡

专业化育苗品质优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谢永静

镇宁首届“锦绣计划”脱贫攻坚特色手工技能大赛现场。 曹业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