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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

从“对抗”到“共赢”

“生态恶化、人口贫穷”，如何走出
这样的恶性循环？唯有在生态保护和
脱贫攻坚两个战场同时作战，实现人
与自然的共赢，才有出路

行走在玛多县，只见扎陵湖鄂陵湖连成
一片，斑头雁、鸬鹚结伴栖息，藏羚羊在草原
的地平线奔跑……“黄河之源、千湖之县”的
美景重现。

玛多县位于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
核心区，当地人回忆，这里曾经“风吹草低见
牛羊”，因为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优势，改革
开放之初，得到过诸多发展红利，畜牧业发展
迅速，全县牧民人均收入一度在全国名列
前茅。

然而，上世纪90年代，罔顾生态承载能
力的过度放牧，很快遭到了大自然的“报复”，
全县大部分草地退化，一些草场沙化，湖泊数
量锐减，生态跌到谷底。牧民收入不增反降，
一些家庭陷入贫困。

“生态恶化、人口贫穷”，如何走出这样的
恶性循环？唯有在生态保护和脱贫攻坚两个
战场同时作战才有出路。为了完成这两个目
标，2005年开始，国家启动三江源生态保护
建设工程，玛多县全面实施沙化治理、禁牧封
育、退牧还草、移民搬迁、工程灭鼠等项目；将
全县可利用草场3378万亩分为禁牧区和限
牧区，对其中2511万亩退化草场全部禁牧。
从生态治理效果来看，目前已经取得明显成
效。三江源地区生态系统恶化趋势得到初步
遏制，生态环境状况明显好转，生态安全屏障
进一步筑牢。

生态涵养了，畜牧业、工业限制发展了，
但牧民要生存，脱贫攻坚形势依然严峻。到
今年年初，玛多县还有贫困户 1733 户 5028
人，贫困发生率达24%。

“牧民为保护生态作出牺牲，政策就要兜
上底。”玛多县扶贫局局长岳桑杰说，玛多县
推行生态惠民政策，对牧民实行草原禁牧补
助、草畜平衡奖励和草原补奖绩效考核奖励
等政策措施；还设置了 3024 个生态公益岗
位，每人每月工资1800元。

政策性兜底收入为脱贫攻坚摘帽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60 岁的阿嘎是玛多县扎陵湖
乡勒那村的贫困户，家里有3700亩草场，因
为限牧，这些年靠养殖基本挣不着钱。“还是
多亏了政府惦记。”阿嘎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家里5口人，每年能拿草场补贴、兜底保障、
医疗养老保险等政策性收入，同时自己有一
份清洁工的公益性岗位收入，这些算起来，家
里一年能收入10万元左右。“再养一些牛羊，
日子是越来越舒坦喽”。

在政策兜底、生态补贴之外，地方产业也
并未止步不前。“生态保护是红线，同时我们
也要尽力发展产业，自力更生。”岳桑杰说，玛
多充分利用当地生态资源优势，以县城为中
心，开宾馆、修商铺，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产业。

在玛多县扶贫一条街，大货车、挖掘机正
来来往往作业。岳桑杰介绍，这是玛多县政
府主抓的“扶贫酒店和扶贫商贸中心”项目，
扶贫酒店今年8月刚开业，预计每年可收益
200万元，按照一定比例给贫困户分红。扶
贫商贸中心将招纳80家商铺，每年拿出租金
收益的一部分给贫困户分红，预计人均年分
红1500元，“扶贫发展方式坚定向绿色方向
转变，极大地提升了经济发展质量”。

既要生态美也要百姓富，玛多是青海省
追求绿色减贫的缩影。青海省扶贫开发局局
长马丰胜说，青海是三江源头，是国家生态安
全屏障，经济发展需要与生态保护统筹协
调。为此，青海省一方面对产业准入实施负
面清单管理，抬高企业的生态门槛；另一方
面，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如特色种养
业、现代服务业、生态文化旅游业、民族特色
手工业和新能源等，增强绿色减贫支撑，培育
可持续发展的增长点。其中的突出亮点是让
贫困户和村集体都有了稳定、可持续收益的
光伏扶贫。今年，青海争取到国家光伏扶贫
项目容量指标471.6兆瓦，覆盖1622个贫困
村，预计每村每年收益30万元左右。收益将
作为村集体经济收入，通过以工代赈、生产奖

补等方式，带动农牧民增收；同时作为滚动资
金，进一步发展壮大扶贫产业。

走进青海济贫光伏新能源有限公司，几
千个光伏板正在“捕捉”阳光发电。公司总经
理王子明介绍，这是青海省目前已建成的规
模最大的集中式光伏产业扶贫电站，电站每
年可为全省3333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分配扶
贫资金3000元，如果按3年滚动轮流分配来
算，20 年可累计覆盖贫困户达 23300 多户，
分红资金达2亿元，既环保又经济还能带动
村民致富，一举多得。

从三江源到青海湖边，从唐古拉山到祁
连山脉，人与自然从“对抗”到“共赢”的跨越
正在青海高原悄然上演。

产业扶持——

从“输血”到“造血”

穷，还是因为缺少产业。青海在
已有的农牧业资源上，延长产业链，集
中规模养殖，发展农业加工业。同时
利用好有限的扶贫资金，实现贫困户
的可持续发展

相比其他贫困村，都兰县察苏镇东山根
中村自然禀赋并不差，全村有近 3000 亩水
浇地，村民世代有种植藜麦、青稞、土豆和油
菜的传统，这在水资源匮乏的都兰实属难
得。但全村129户432人中，2015年建档立
卡贫困户仍有 33 户 118 人。全村人均收入
不到4000元。为啥还是穷？东山根中村党
委书记董峰总结，原因还在于缺少产业，“村
民零零散散种植不成气候，产业根基弱，市场
效益没有显现”。

什么样的产业能脱贫？村干部寻思，传
统种植业、养殖业没有出路，还得转换思路，
把“劣势”变“优势”，在已有的农牧业资源上，
延长产业链，集中规模养殖，发展农业加
工业。

村里原本有个私人砖厂，这几年效益不
好眼见要倒闭，村集体决定买过来，转型发展
有机化肥加工。全村33户贫困户以扶贫资
金入股，其他90多户普通村民按各自意愿入
股，再从银行贷款500万元，建厂房、买设备、
找市场。

2016 年 ，化 肥 厂 生 产 化 肥 5000 吨 ，
2017年产量再上台阶，突破8000吨，销往新
疆、宁夏及青海省内各地，去年全村分红 26
万元，一般村民每户分红1600元，贫困户分
红2800元。

产业见到效益，有了“钱景”，东山根中村
一鼓作气，紧接着成立羔羊养殖合作社，动员
67户村民入股，统一养殖、销售，每年按利润
的 10%分红。“今年我们与新疆签了上万斤
订单，销路有了，赚钱不愁了，越来越多农户
愿意加入。”董峰喜笑颜开。

像东山根中村的例子，在青海并不少
见。青海地区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弱，产业
根基浅，贫困程度深，最需要扶持壮大一批带
动能力强的特色扶贫产业。

“其中，如何利用好有限的扶贫资金也是
一项工作重点。”马丰胜说，近年来，青海充分
发挥财政投入主体作用，调整省级财政支出
结构，加大扶贫资金投入力度，建立省级专项
扶贫资金每年增长 20%以上的投入保障机
制。2016年以来，累计投入省级财政专项扶
贫资金34.4亿元。

专项扶贫资金多了，但投到产业不容

易。全部发给贫困户，等于撒了芝麻盐，如果
补给企业，担心套取扶贫资金，万一有点闪
失，责任担不起。

不少地方在摸索打通政策资金投到产
业、再到贫困户的渠道，通过扶贫资金“股权
化”将市场主体引入脱贫攻坚，支持有潜力、
带动能力强的龙头企业发展壮大，带动贫困
户脱贫致富。

湟源县政府去年将1500万元扶贫资金
作为股权资金投入西宁富农草业生物开发有
限公司，约定3年期限，企业还本付息，每年
给每户贫困户分红3045元。

富农公司总经理郭志超告诉记者：“这
1500万元扶贫资金像及时雨，帮公司快速形
成规模，打开市场。两年时间，公司就成长为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去年带动了 9967 户
3.68 万村民种植 20 万亩饲草，销售收入达
4000多万元。”

产业发展有了方向、有了资金。但扶贫
产业不能脱离农户，产业扶贫效果如何，最终
还是要看贫困户能否稳定脱贫，有没有可持
续发展的能力。

这就需要打通企业与贫困户的利益连接
机制。马丰胜说，一方面，以扶贫资金入股方
式让贫困户参与利润分红。另一方面，通过
产业发展提供更多岗位解决贫困户就业问
题。只有让贫困户拥有一技之长，有活干、长
收益，才能真正变“输血”为“造血”，实现稳定
脱贫。

在位于尖扎县的多杰藏乡生态文化旅游
创意产业园内，多彩高雅的藏式茶几、舒适精
美的藏式沙发、藏族文化与现代文化完美结
合的电视柜……浓郁的民族风情扑面而来。

“定制藏式家具的顾客来自东南亚、印度
各地，工人们每天忙得热火朝天。”产业园董
事长多杰早年在北京经商，2012年回乡发展
民族文化产业，当地政府建议采用“产业园＋
扶贫”发展模式，投入扶贫资金予以支持，公
司与贫困户建立扶贫资金利益联结机制，在
当地招聘工人，解决贫困户就业问题。

32 岁的朋毛扎西是尖扎县马克塘镇科
沙堂村的贫困户，常年靠在外地打零工养活
家人，去年他应聘到产业园，在车间做起拼装
工，并将3万元扶贫资金投入公司，每年享受
13%的分红。“每个月工资4500元，还可以分
红，再也不用在外东奔西跑了，今年就可以脱
贫喽。”朋毛扎西笑呵呵地说。

当前，青海已建成覆盖42.6万贫困人口
的到户产业，39 个贫困县建成扶贫产业园，
1622个贫困村光伏产业全覆盖，乡村文化旅
游、电子商务、民族手工艺加工等扶贫产业加
快发展。产业的发展带动越来越多农牧民变
身“多金”农牧民，收获股份分红、打工收入、
种植收益、土地租金及旅游带动的多重收入。

摆脱贫困——

从“要我脱贫”到“我要脱贫”

易地扶贫搬迁工程、新改建乡村
公路、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电网改
造工程、综合文化中心项目……合乎
贫困户意愿和能力的扶贫政策，才能
激活贫困户的内生动力

脱贫致富，终究要靠辛勤劳动来实现，要
让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迸发出来，行动积极
起来。

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当地干部说，受
自然条件、宗教思想、教育水平、产业基础薄
弱等影响，青海贫困地区群众思想观念比较
落后，“百姓望着干部，干部望着政府”的现象
比较普遍，虽然做了不少针对性工作，一些地
区“等靠要”思想依然比较严重。

合乎贫困户意愿和能力的扶贫政策，最
能激活贫困户的内生动力。青海决定先从基
础设施抓起。2016年以来，累计投入产业扶
贫资金157.7亿元，新改建乡村公路1.2万公
里，建设完成843个贫困村饮水安全巩固提
升工程、593个贫困村电网改造工程、400个
贫困村综合文化中心项目、464 个贫困村宽
带建设项目。

其中，易地扶贫搬迁工程是一大亮点。
马丰胜说，一些贫困村地处偏远，基础贫瘠，
闭塞落后，当地群众脱贫致富动力弱，普遍安

于现状。只有搬出来，从根本上改变村民的
生产生活条件，才能改变其固有的思想观念，
激发脱贫致富动力。

地处湟源县西北部的巴燕乡上浪湾村，
山高路远，地质灾害频发，过去穷得出了名，
是全县精准扶贫重点村。

去年，上浪湾村实施整村搬迁。搬入新
村后，上浪湾村想方设法发展后续产业，先后
引进野兔养殖、生猪养殖公司，通过示范带
动、“公司＋农户”方式，带动农户发展养
殖业。

如今，走进上浪湾村，农村新居一字排
开，家家户户门口种起了花草，村子里健身
场所、休闲广场一应俱全。三三两两的村民
坐在一起，沐浴着阳光，享受搬迁后的新
生活。

生活条件变好了，村民从“要我脱贫”转
变为“我要脱贫”。“搬出来，生活环境更好了，
有活干有钱赚，想不富都难。”74岁的张生俊
高兴地说，家里原来的土地流转出去了，村里
成立了养殖合作社，每年有分红，儿子再出去
打工赚钱，收入一下子提高了许多。今年还
打算跟着村里的合作社养几头生猪，挣点零

花钱。
同样是易地扶贫搬迁的尖扎县德吉村，

新址盘踞在黄河边上，俯瞰黄河水自西向东
而去。依托这样依山傍水的自然优势，德吉
村开发水上游乐、露天沙滩、垂钓等娱乐项
目，打造百亩花海，走上“文化旅游+精准扶
贫+乡村振兴”之路。以往只知道种种地、有
口饭吃就能满足的村民们，不少开起了农家
乐，办起了民宿，自制酸奶、酿皮等“珍馐美
味”招揽游客。

“扶贫先扶志”，人有了脱贫志，便有了
“精气神”。尖扎县扶贫局局长海洋说，只有
把贫困群众“等靠要”的懒惰思想和“比穷不
比富”的错误观念清除，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
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

为此，青海坚持把就业作为贫困群众最
直接、最有效的脱贫方式，通过开展职业技能
培训、扶持自主创业、开发公益性岗位等措
施，拓展贫困群众就业渠道，实现“就业一人、
脱贫一户”的目标。2016年以来累计完成短
期技能培训和致富带头人培训 3.9 万人次，
70%的受训人员找到了就业门路，稳定就业
率达到60%以上。

针对在传统习俗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青海发挥宗教界人士的引导作用，把群众的
心思和精力集中到抓发展、谋脱贫上。正向
激励与反向约束相结合，建立 3000 万元励
志资金，对脱贫先进典型给予适当物质奖
励。对等靠要、吃政策饭的行为通过村规民
约进行约束，激发贫困户脱贫意志，杜绝政策
养懒汉。

“扶贫先扶智”，青海始终把教育扶贫作
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对西宁、海
东两市贫困家庭和藏区六州实行全部学生
15 年免费教育，限额保障贫困大学生就学，
全额资助贫困中职生，每年约80万名学生从
中获益。深入推进“控辍保学”工作，杜绝因
贫辍学现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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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美青海，令人神往。然而生态脆弱、环境艰苦，长期的历史地理原

因导致青海省产业底子薄，贫困人口深度和广度大，成为我国集中连片贫

困区之一。但自2013年以来，青海省累计减少贫困人口90.7万人，贫困发

生率从2012年的24.6%下降到2017年底的8.1%，下降16.5个百分点，贫困

发生率首次降到个位数。作为内陆深度贫困地区的青海省，是如何上下

同心、众志成城，在生态涵养区、生态脆弱区走出一条扎实的脱贫之路

的？经济日报记者深入当地进行了实地调研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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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陆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探索内陆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探索
本报采访组

现在，脱贫攻坚已经吹响啃下“硬骨头”
的总攻令，精准脱贫正进入决战阶段。从目
前情况来看，贫困地区尤其是集中连片深度
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整体进展正在按照既定
战略积极推进，而且各地在实践中坚持从实
际出发，出现了许多针对性强、可持续性强、
值得借鉴的好做法。在这方面，作为内陆大
省的青海，力度很大，成效明显。

青海的成效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
在脱贫攻坚中坚持因地制宜，做到脱贫精
准、精准脱贫；二是把即期脱贫与脱贫之后
巩固发展结合起来，使啃“硬骨头”与自身
强筋壮骨合而为一。这两点，无疑把握了
当前脱贫攻坚中的两大核心问题与主要
矛盾。

精准脱贫作为我国三大攻坚战之一，确
保全部贫困人口3年内如期脱贫无疑是必
须完成的“军令状”与“责任书”。这一点，不
能有丝毫动摇和迟疑。从实践来看，各地在
党中央坚强有力的领导下，正在积极有序地
朝着既定方向与目标挺进。而且，随着从上
到下脱贫攻坚力度不断加大和奋发努力，各
地都有信心和条件完成任务。青海作为深
度贫困地区，几乎具有所有导致贫困的历史
地理因素与资源禀赋条件，因此他们也采取
了其他贫困地区所有行之有效的扶贫脱贫
方法和手段，目的就是坚决打赢脱贫攻坚
战。如今，青海脱贫攻坚战正在按照时间路
线图努力实施。

但是，打赢脱贫攻坚战还有另外一层含
义与要求，就是脱贫之后如何巩固发展，确
保脱贫攻坚成效可持续。在这方面，青海的
实践与探索尤为可贵。为了保证如期脱贫，
青海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通过扶持集体经
济发展来确保贫困人口脱贫致富。这样做
的道理很简单。在地处偏远、条件艰苦的贫
困地区，导致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个人
能力有限、缺乏手段，现实中一些有能力的
村民大多已经外出，留下的人许多缺乏脱贫
发展条件，因此集体经济是全体村民共同受
益的最有效、最可靠办法。

更关键的是，只有集体经济发展壮大
了，个体能力有限的村民在集体经济的舞
台上才能强筋壮骨，确保根本脱贫、长期
致富，不会陷入脱贫后又返贫的窘境。而
且，青海在实践中发展的集体经济，并不
是复制过去的“大锅饭”，而是股份权能清
晰的集体经济，这就确保了集体经济的广
阔前景。

同时，青海坚持把扶贫、扶志与扶智相
结合。一方面他们把贫困人口的技能培训
制度化，使贫困人口具有脱贫致富的一技之
长；另一方面坚持教育“从娃娃抓起”，努力
提高贫困地区人口素质，使多民族地区人口
普遍具备同等发展的基本知识与条件，彻底
阻隔贫困的“代际传播”。

在脱贫攻坚中强筋壮骨，青海的做法，
意义非凡。

在脱贫攻坚中强筋壮骨

□ 瞿长福

多杰藏乡生态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园采用“产业园＋扶贫”发展模式，产业园与贫困户建立扶贫资金利益联结机制，在当地招聘工人，解决贫
困户就业问题，产业园生产的藏式家具销往东南亚和国内各地。

青海湟源县巴燕乡上浪湾村易地扶贫搬
迁新址。

在青海济贫光伏新能源有限公司，几千
个光伏板正在“捕捉”阳光发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