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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商标还真
不一样！”广西三江县
八江镇布央村贫困户吴
正光贷款开办了茶叶加
工厂，创立“布央”茶
叶品牌，茶叶售价大幅
提升。如今，吴正光不
但自己致富，而且带动
了全村人通过种植、护
理、加工茶叶脱贫。

国家重点扶贫开发
县三江县盛产茶叶，且
茶叶品质非常好。但由
于缺少商标和品牌，茶
产业发展处于拥有一流
生态、一流环境、一流
原料，却只能卖三流价
格的被动局面。“我们
加强对该县商标战略的
指导，培育茶叶类注册
商标 177 件，并成功注
册 ‘ 三 江 红 ’‘ 三 江
春’两个茶叶类地理标
志证明商标，使三江茶
叶的品牌价值明显提
升，增加了三江县茶农
的收入。”广西壮族自
治区工商局商标处处长
陶耀锋说。

近年来，广西各级
工商部门主动适应经济
发展新常态，通过实施

“ 商 标 富 农 强 桂 ” 战
略，充分发挥商标培
育、管理等工作职能，
扎实推进广西商标品牌
建设，取得了喜人成
果，有力地推动了广西
脱贫攻坚工作的开展。

为了强化品牌建设顶层设计，广西壮族自治区
人民政府出台 《关于深入实施商标品牌战略的意
见》，积极支持各市、县推进商标品牌战略实施，
帮助更多企业打造“百年老店”。自治区工商局指
导全系统推动实施商标强企、商标富农工程，推进
实施商标战略示范市、县和企业创建工作。目前，
已在全区创建商标品牌战略示范点 33 个。自治区
工商局还在国家扶贫重点开发县巴马县召开全区工
商系统实施商标战略暨著名商标授牌大会，部署实
施商标战略助推脱贫攻坚的主要任务。

同时，自治区工商局还指导区域品牌整合工
作，大力推行“公司 （龙头企业） +商标品牌 （地
理标志） +农户 （基地） ”的产业化经营模式，进
一步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做大做强名
优特产品产业，助推“商标富农强桂”战略实施。
百色市100多个芒果商标整合为“百色芒果”一个
地理标志商标后，价格翻番。目前，“百色芒果”
品牌辐射带动 265 个贫困村，累计有 32 万人依靠
种植芒果摘掉了贫困帽子，百色芒果成了名副其实
的“脱贫果”“幸福果”。

自治区工商局还大力推进广西特色产业集群品
牌和地理标志商标注册，促使白糖、茶叶、亚热带
水果等各类商品从无牌变有牌、从有牌变名牌；开
展“党旗领航·商标扶贫”主题活动，指导小微企
业、个体工商户和专业市场党组织、党员经营户注
册并依法规范使用农产品商标及地理标志商标，仅
2017 年就注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6 件。2006 年

“横县茉莉花茶”注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后，推动
了横县茉莉花产业大发展，目前横县茉莉花产业年
产值达67亿多元，惠及全县33万花农，花农年人
均种花收入达2000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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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记者从西宁驱车50多公里前往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朔北乡边麻沟村，沿
途山清水秀，村口用砖石垒起的高台上书
写有“大通美丽乡村 河湟明珠”字样，高
台下零星布置着一群牦牛和藏羊的雕塑，
别有一番乡趣。

“边麻花”是青海浅脑山地区随处可见
的一种野生灌木植物，开黄色和白色的小
碎花，学名分别叫“金露梅”和“银露梅”，一
到夏季，边麻沟村的满山遍野就开满这种
野花，“边麻沟村”因此得名。

来到花海景区，站在半山腰远望占地
600 亩的花海景区，只见绿草茵茵的山坡
上边麻花开的正艳。蜿蜒的木栈道串起一
座座别致的小木屋，犹如童话世界。

边麻沟村党支部书记李培东告诉记
者，这个打造才两年的景区在夏季旅游高
峰时，一天能接待几万名游人；2017 年还
在建设中的景区，仅30元一张的门票收入
一项，就达到210余万元。

穷则思变

边麻沟村村主任李存德说：“以前我
们村是全县出名的贫困村，全村 162 户
612人，人均3.2亩旱地，靠天吃饭，一年辛
苦下来，凑合着吃饱肚子就不错。村民们
都住在歪歪斜斜的破房屋里。”

这一切被当时的村民李培东看在眼
里、急在心上，2011年，他帮助几户村民申

请了危房改造项目。2012 年村党支部换
届时，李培东被选为村党支部书记。

因为边麻沟村太穷，多年前李培东就
离开村庄出外讨生活。他从事过多种职
业，后来终于挣了些钱，日子也过得越来越
好。“我现在日子好过了，可村里人生活还
很困难，我要回来帮助乡亲们。”李培东说。

边麻沟村距离县城12公里，是处于整
个窎沟片区最深处的一个村，山大沟深。
但因为与大通县国有东峡林场相连，树木
葱茏，生态非常好。夏季的一天，李培东在
村里的林地里看到一个旅行社的大巴车拉
着一车韩国游客在露营游玩。李培东经过
思考，决定利用本地的自然资源优势，带领
乡亲们发展乡村旅游。

巧拔穷根

2015年，李培东将山坡上的庄稼地以
土地入股的形式流转出 600 亩，准备种上
连片的观赏性花草。面临村集体经济缺乏
的现实，李培东将自己近 500 万元的“家
当”投入到村集体事业中，后来，地方政府
投入精准扶贫旅游项目启动资金 200 万
元。李培东带领全村上下团结一心，埋头
苦干，终于在亩产不到 300 斤粮食的旱地
里建起一座“花海农庄”。

“当年试种就让大家尝到了乡村旅游
带来的甜头。”李培东说。

2016年，边麻沟村成立青海万花谷旅
游开发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包括绿色食品
开发、观赏性花卉、农业观光、民俗文化、农
事体验、农产品种植、销售等。当时，通过
政府引导，20 户村民发展起了乡村自助
游、15 户村民开起农家乐、15 户村民摆起
特色小吃摊，同时还吸纳本村50人及周边
村庄 100 余人到花海务工。当年，边麻沟
花海门票收入、农家自助茶园、农家院、农

家小吃纯利润就实现 500 余万元，户均增
收3万元以上。

截至2017年底，李培东带领村民陆续
流转耕地、林地 3920 亩，招聘 7 名专业技
术人员和大学生到旅游公司工作。发展壮
大集体经济的同时，全村已发展起农家乐
51家、民宿 10 家。农户的收入逐年提高，
全村户均增收5万元左右。

焕然一新

随着精准扶贫的推进和美丽乡村项目
的实施，解决部分村民危房、统一改造土围
墙、统一更换大门、整修村道路、修建文化
广场成为村里亟待解决的问题。通过向上
级申报，边麻沟村为82户群众争取到农村
奖励性住房，又改造危房 33 户，基本解决
了困难群众住房难问题。

解决了贫困群众住房难问题后，村里
开始进行新农村建设，墙体改造、修建广
场、整修村道……在进行文化广场建设时
资金不足，李培东带头捐款2万元，村民们
纷纷响应，你 100 元、我 50 元……共捐款
6.8万元。一车车高高垒起的砂石，一张张
开心劳动的笑脸，边麻沟全村上下热火朝
天地干出了全省唯一一个“全国生态文化
村”。

不仅如此，边麻沟村还给村里60岁以
上的老人办起了敬老院。记者看到，敬老
院的厨房里冰箱、锅灶等设施齐全，活动室
里的娱乐设施跟城市社区的一样好，起居
室里被褥崭新。“都准备好了，现在，就差找
个厨师开火做饭了。”李存德告诉记者。

如今的边麻沟村焕然一新，青山绿水
间有初具规模的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村
里商业广场上青砖黛瓦，花海深处游客和
村民欢声笑语，再难寻觅昔日贫穷落后的
旧踪影了。

致 富 花 开 边 麻 沟
——青海大通县边麻沟村发展乡村旅游纪实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石 晶

不同于其他地方的民俗

旅游，青海西宁市大通县的

边麻沟村花海景区以原生态

的山林河谷为依托，打造出

自然与人工设计相结合的乡

村旅游景区，既保护了生态

的原生性，又使村民通过发

展旅游脱贫致富

凌晨4点多钟，天刚蒙蒙亮，唐德彩就
背着箩筐，从家里出来上白岩山采茶了。

白岩山位于陕南秦巴大地，隶属陕西
汉中西乡县峡口镇。西乡县有茶园 31 万
亩，是西北最大的产茶基地，峡口镇有4万
亩。过去，每年一开春，采茶工们就忙碌起
来，穿梭在茶园里采摘茶叶。但过了“五
一”，茶园和茶农就都闲下来了。可从
2007 年白岩山茶园成为陕西咸阳泾渭茯
茶有限公司的原料基地后，茶园和茶农生
产运行就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以前就忙一个多月，收入也就指望着
那一个多月。现在有了茯茶，茶叶一直能采
到9月份，收入能增加一大块。”唐德彩说。

背着采下的第一波鲜叶送到位于白岩
山顶上的泾渭茯茶白岩茶厂，熟练地过磅、
摊晾，一旁的茶厂厂长薛新江向开票员代
长庚喊道：“黑毛茶，19公斤。”

唐德彩告诉记者，今天的茶叶价格是
1.6元一公斤，第一袋茶的收入有30多元，
抓紧点还能采上两波，一天至少能有上百
元的收入。她的老伴在白岩茶厂做工，一
天工钱也有 100 多元，老两口每年仅茶叶
这块就能有 6000 多元的收入，再加上家
里还有茶园，收入完全可以保障老两口和
残障儿子的生活。

记者了解到，泾渭茯茶项目启动以来，

不仅解决了陕南茶区夏秋茶鲜叶没有销路
被弃采浪费的问题，还提高了茶农收入。
从“三月春风长嫩芽，巴山姑娘忙采茶”到

“金秋来到瓜果香，茶农仍在山上忙”，茯茶
开始造福秦岭茶农。

“春茶采不及，收入有限，茯茶收夏秋
茶，就可以让劳动能力比较弱的、时间零碎
的农民通过劳动增加收入。”中国茶叶流通
协会副会长、陕西咸阳泾渭茯茶有限公司
董事长纪晓明告诉记者。

在泾渭茯茶的带动下，一批茶叶加工
作坊办起来，带动了更多茶农加入其中。
峡口镇文溪村一茗香茶厂厂长刘军告诉记
者，以前只做绿茶，基本上每年“五一”之后
一年的工作就结束了。直到2016年，与泾
渭茯茶建立供销合作关系后，厂子开始忙
碌起来。刘军说：“一年的工作时间能延长
5个多月。2017年加工绿茶鲜叶15吨，黑
毛茶鲜叶100多吨。”

刘军说，泾渭茯茶还给文溪村70多户

贫困户、水磨村70多户贫困户都开了专门
的账户，贫困户的茶叶每斤补助 0.20 元，
直接打到贫困户的账户上，每户贫困户全
年能多收入二三千元。

近两年，在陕西金控集团的扶贫产业
投资基金支持下，泾渭茯茶在西乡等地以

“企业+合作社+贫困户”的模式，通过大规
模茶园种植及采购茯茶制作原料黑毛茶的
形式，收购贫困户采摘的黑毛茶原料，雇佣
当地贫困户加工茶叶，覆盖西乡县 5 个镇
23个村。

贫困户李家华就住在茶厂隔壁，因为
要照顾老母亲和两个孩子，没法出去打工，
收入微薄。现在，有了茯茶收购夏秋茶，家
中茶园的鲜叶有了销路，加上贫困户收购
价补助，每年至少能有万元以上的收入。

文溪村党支部书记邓武告诉记者，在
引进茶叶加工企业后，通过销售绿茶和黑
毛茶原料，茶农大幅增收，2017 年全村实
现集体脱贫。随着夏秋茶收购形势的稳
定，文溪村越来越多的农民看好种茶前景，
村里茶园的面积逐年增加，今年又增加了
60多亩。

目前，泾渭茯茶年产 5000 吨，除了自
产原料外，每年还从西乡、紫阳、宁强等地
大量收购，仅收购原料一项就为陕南茶农
增收8000余万元。

陕西汉中峡口镇:

茯 茶 造 福 秦 岭 人
本报记者 刘 瑾

盛夏，青海西宁大通县边麻沟村花海景区鲜花盛开，美不胜收。 （资料图片）

位于陕西

汉中的陕西泾

渭茯茶公司的

白岩山有机茶

园。

本报记者
刘 瑾摄

河北省宁晋县在精准扶贫工作中，采用“企业+

贫困户”“合作社+贫困户”模式，鼓励引导一批企业

建立扶贫基地，设立“扶贫岗”，农业合作社在农忙

时节优先聘用贫困劳动力打零工，帮助他们增强自

身“造血”功能，实现就地就近脱贫致富。图为宁晋

县纪昌庄乡砖河村贫困户白秀平（左一）在当地企

业的“扶贫岗”工作。 赵永辉摄

贫困户走上“扶贫岗”

边麻沟村党支部书记李培东（右二）和村民一起进行景区基础设施建设。

（资料图片）
本报讯 记者白海星、通讯员陆应果报道：7月

1日14时10分，首列由大别山区金寨县始发至江山
的G7374/7371次高铁动车组列车开出，金寨站成为
安徽唯一开行始发动车组列车的县级车站。

金寨县地处大别山腹地，是大别山片区扶贫开
发工作重点县。金寨站开行始发动车是铁路与当地
政府部门实施交通扶贫、旅游脱贫的重要举措。这
趟列车跨越皖苏沪浙三省一市，停靠合肥南、全椒、
常州等站，途经长三角地区主要城市群，终到浙江江
山市，大大方便了旅游、商务、务工等客流需求。

大别山开出旅游扶贫列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