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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有栋房，房前一口塘，房后木成林，周边田一方”的乡村美丽画卷徐徐展开——

脱贫攻坚上庄台 淮上明珠添光彩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文 晶

庄台是淮河流域行蓄

洪区内群众为抵御洪水，

垒土筑台而成的生产生活

区域。由于庄台多是应急

建设，投入严重不足，贫

困程度普遍较深。安徽省

按照“减总量、优存量、

建新村、分步走”的总体

思路，推进行蓄洪区重点

贫困县脱贫攻坚，取得累

累硕果

近日，记者来到安徽颍上县淮罗村
大罗台村，历经5个月的奋战，村民期
盼多年的高标准庄台改造工程终于完
工了。

昔日脏乱穷的庄台彻底变了模样：
小花园鲜花盛开，小菜园果实累累，小
水塔保障村民户户通了自来水，公厕、
污水处理厂使过去污水横流的景象一去
不复返，休闲广场、生活平台让村民生
活更方便……大罗台的农家乐迫不及待
开起来了。“我们这里现在比哪都不
差，来这里吃淮河土菜，淮河岸边走走
看看，多美。”刚刚开业的“大牌”农
家乐合伙人申莉莉喜不自禁地向记者夸
赞着家乡。

庄台整治有序推进

安徽省部署行蓄洪区移民
迁建、庄台整治、安全建设、
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公共服务
功能建设、适应性农业产业发
展规划等重点工作

庄台是淮河流域行蓄洪区内群众
为抵御洪水，垒土筑台而成的生产生
活区域。自 1950 年以来，淮河流域共
运用行蓄洪区191次，庄台群众为流域
防洪保大局作出了巨大牺牲。由于庄
台多是应急建设，投入严重不足，建
设标准低，人均土地面积少，门前
路、宅间路狭窄，基础设施简陋，庄
台群众长期存在吃水难、用电难、出
行难、如厕难、就学难、就医难等问
题，贫困程度普遍较深，是脱贫攻坚

“最难啃的硬骨头”。
据安徽省扶贫办的统计资料，安徽

省淮河行蓄洪区涉及7个市19个县，总
面积 2813 平方公里，总人口 99.1 万
人，区内共有16处行蓄洪区、199个庄
台、35个保庄圩。脱贫攻坚任务最重的
阜南县、霍邱县、颍上县、寿县共有庄
台177个，约占总数的89%，保庄圩22
个，约占总数的63%。

“行蓄洪区是一片牺牲奉献的土
地，是一片深度贫困的土地，是一片充
满希望的土地，我们不能忘了行蓄洪
区、不能忘了行蓄洪区的人民、不能忘
记行蓄洪区孕育出的王家坝精神。”从
去年到今年，安徽省主要领导多次到行
蓄洪区密集调研，积极谋划脱贫攻坚政
策方案。

按照“减总量、优存量、建新村、
分步走”的总体思路，紧盯“脱贫、安
全、环境、发展”的工作目标，安徽省
制定《省直有关部门支持行蓄洪区四县
脱贫攻坚项目一览表》，移民迁建、庄
台整治、安全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基
本公共服务功能建设、适应性农业产业
发展规划等重点工作一一按计划有序
推进。

今年以来，安徽省财政共安排省以
上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11.8 亿元支持行
蓄洪区重点贫困县脱贫攻坚，占省以
上专项扶贫资金总量的21.5%。支持阜
南县、霍邱县、颍上县、寿县财政项
目和农业建设项目,安排 4 个重点县地
方债券资金 6.7 亿元，占全省用于脱贫
攻坚债务规模的21.7%；已整合各类涉
农资金23.2亿元用于4个重点县，占全
省已整合资金的26.2%。

脱贫攻坚啃“硬骨头”

颍上县、阜南县一方面对
沿淮庄台实行高标准改造升
级，改善农民生活环境，另一
方面发展适应性农业，带动农
民脱贫增收

在多方大力支持下，安徽省行蓄洪
区人民脱贫攻坚硕果累累。

颍上县以美丽庄台建设为主抓手，
投入2.1亿元，对沿淮22个庄台实行高
标准改造升级，“小花园、小果园、小
菜园、小鱼塘、小水塔、小公厕、小广
场、小污水处理站、小生活平台”九小
工程在每一个庄台开始实施，“乡村有

栋房，房前一口塘，房后木成林，周边
田一方”的乡村美丽画卷正在徐徐
展开。

记者在颍上县溜孜口村见到 80 多
岁的李兆局、张永勤老夫妻，老两口对
开在家门口的村医疗室赞不绝口：“解
决我们的大问题了，过去要走五六里路
到乡里看病，现在太方便了。”

淮罗村的韩泽春是村里的保洁员，
他骄傲地跟记者搭话儿：“上厕所了
吗？我们这不比城里差吧！”

“目前，颍上县22个庄台已改造完
成17个，剩下5个正在全力推进，今年
10月底全部完成。未来，我们要让一个
个美丽的庄台串联成耀眼的淮上明
珠。”颍上县委书记熊德超满怀信心
地说。

阜南县按照硬化、绿化、亮化、净
化、美化“五化”标准，实施“一条文
明路、一口干净塘、一块文化墙、一个
小广场”“四个一”建设，累计完成投
资1.78亿元，王家坝镇郑台孜庄台整治
已经竣工，郎楼、刘郢庄台污水管网已
经铺设完工，其他12个庄台、1个保庄
圩污水管网正在施工。

各地还积极发展适应性农业。颍上
县发展稻虾、稻泥鳅、稻蟹、稻鸭等综
合水产养殖 1.6 万亩，发展莲藕、茭
白、菱角、芡实等水生蔬菜 1.6 万亩，
种植草皮、玫瑰、杞柳等经济作物 1.8
万亩，发展设施蔬菜、露地蔬菜、瓜类
等2万亩，鸭鹅等水禽60万只，形成了
沿淮行蓄洪区种植养殖发展模式。区内
17个贫困村发展成为特色专业村，带动
贫困户3323户、贫困人口8739人，实
现贫困户人均增收1400多元。

阜南县除了以莲藕为主的水生蔬菜
3.1万亩，还大力发展杞柳、泡桐8.1万
亩，柳木加工企业 156 家，水禽养殖
700多万只，年产值达4亿元。

近日，安徽省政府又出台《安徽省
淮河行蓄洪区基础设施建设总体规划

（2018—2025 年）》，聚焦淮河行蓄洪
区基础设施短板，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提升保障能力。该 《规划》 提出四大
工程，即路网完善工程、电网扩容工
程、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和信
息基础设施升级改造工程。规划估算
投资 40.17 亿元，其中道路工程 25.23
亿元，电网工程 6.73 亿元，农村饮水
工 程 6.97 亿 元 ， 通 信 网 络 工 程 1.24
亿元。

迈入小康一个不落

旅游扶贫为沿淮行蓄洪区
脱贫攻坚注入活力，安徽省今
年以来累计向行蓄洪区安排省
旅游发展资金1490万元，支持
区内旅游公共服务设施改扩建

设施改善了，生产发展了，乡村旅
游也火起来了。颍上县王岗镇淮罗村导
游王世环把邻居闲置的房屋租下来，开
办了民俗馆，她指着门前的淮河故道告
诉记者：“咱这里淮河风情也火啦，来
这里可以游淮河湿地，体验渔家风情，
还有老屋改造的庄园，我这个民俗馆也
可以住宿。”据介绍，淮罗村乡村旅游
带动周边40户贫困户90人就业。旅游
扶贫为沿淮行蓄洪区脱贫攻坚注入活
力，安徽省今年以来累计向行蓄洪区安
排省旅游发展资金 1490 万元，支持区
内旅游公共服务设施改扩建。

更多的支持、更大的热情源源不断
倾注到这片充满奉献牺牲精神的热土。
8月16日，安徽省委、省政府印发《关
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实施意
见》，将行蓄洪区脱贫攻坚作为全省脱
贫攻坚重点任务之一，进一步强化
措施。

安徽省政府副秘书长、省扶贫办主
任江洪满怀深情、坚定地告诉记者：

“行蓄洪区是全省脱贫攻坚最难的区
域、最硬的骨头，但再难再硬，我们也
要把这个‘堡垒’攻下来，确保到
2020 年，行蓄洪区同全省人民一道，
不落一人一户地进入小康。”

颍上县投入2.1亿元，对沿淮22个庄台实行高标准改造升级。 本报记者 文 晶摄

总投资超3亿元

青海格尔木昆仑物流园投运

清晨，家住河南项城市赵营社区的李先生来到了建
设中的植物园，“工程建设速度非常快，一天一个样。
市里真的是下了大力气，真正为广大市民办了一件大好
事，这是一座天然氧吧，以后建好了，我就能带着家人
来玩”。

项城植物园项目建成后，将亮化项城市北大
门，提升城市整体形象，还将满足广大市民休闲娱
乐、健身纳凉的需要，使项城市生态环境得到极大
改善。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项城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大力打造和谐绿色文明宜居新项
城。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项城市委市政
府多方调研，科学规划，围绕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理念建
设了一系列民生工程。

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项城市北公园绿
树成荫、鸟语花香，是市民休闲观光、健身娱乐的好去
处。常来这里游玩的张女士对记者说：“这里环境优
美，设施齐全，老人愿意来这里跳跳广场舞，孩子愿意
来这里玩耍。现在市里建了很多公园，成为大家休闲娱
乐的首选地。”

项城市委书记刘昌宇表示，美丽乡村不仅要有颜
值，还要有气质。我们将上下联动，真抓实干、持续发
力，让老百姓既要钱包鼓、环境好，也要心里美，增强
群众的“获得感”。

河南项城：

好生态提升“获得感”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闫 磊

“妹在娘家好欢乐，手雕花来嘴唱歌
……”日前，在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
族自治州兴仁县屯脚镇坡脚村，50多名
妇女围坐在一起，手里飞针走线，说说
唱唱十分热闹。

近年来，兴仁县妇联以实施“锦绣
计划”为抓手，突出妇女特色，创新工
作机制，开展妇女就业创业行动，带动
广大妇女增收致富。

为将“指尖技艺”转化为“指尖经
济”，兴仁县妇联邀请当地有名的刺绣老
师，到屯脚镇组织50多名当地群众开展
了2018年“锦绣计划”培训，意在通过
培训，带动当地妇女居家灵活就业创
业，使“锦绣计划”成为广大妇女脱贫
的圆梦工程，进一步发挥妇女在决战脱
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中的“半边天”
作用。

“主要是教刺绣、勾鞋、绣围腰等技

艺，她们学成后，如果愿意可以到我们
店里打工。”正在为姐妹们讲解刺绣技巧
的吴定珍说，她就是“指尖技艺”的受
益者。

吴定珍从小就喜欢刺绣，2016年她
成立了兴仁县苗家民间服饰工艺刺绣有
限公司，公司制作的苗族服饰是机绣与
手绣相结合，纯手绣的服饰价位颇高，
却深受外国游客的喜爱，机绣的服饰色
彩艳丽，花样繁多，价位适中，更容易
被一般老百姓接受。目前，公司每月收
入20000元左右。

在吴定珍刺绣公司上班的潘芬告诉
记者：“一起上班的姐妹有9个，每人每
月平均工资 2500 元以上，有的能拿到
3500多元。”

“从事刺绣，在家带孩子、挣钱两不
误。”刘仁芬从公司把刺绣活儿领回家，
一个月勤快点，挣1000多元不成问题。

重拾民族文化，让民间技艺得以传
承。据了解，兴仁县妇联在实施“锦绣
计划”助力广大妇女增收致富的同时，
积极整合资源联合其他部门开展一系列
工作，使民族民间刺绣得到发扬和传
承，他们利用周末、寒暑假等时间开展

“锦绣计划”培训班，组织动员学生参与
培训。

“老师教得很认真，这几天我学会了
绣苗族围裙的绣片、鞋垫等。”今年 14
岁的杨秀花是屯脚中学的学生，她利用
假期来参加刺绣培训。

“下一步，我们把民族技艺传承作
为工作的一个重点来抓，定期或不定期
开展民族技艺培训。”兴仁县妇联主席
孙建霞介绍，从 2013 年兴仁县实施

“锦绣计划”以来，兴仁县发展了20多
家民族手工刺绣公司和小微企业，推动
了一部分从事特色手工艺的妇女创业就

业，使兴仁县民族刺绣品牌走向产业化
发展。

据 了 解 ， 为 稳 步 实 施 “ 锦 绣 计
划”，兴仁县大力扶持苗绣产业发展，
促进绣娘增收致富。2016 年兴仁县帮
扶5家生产民族服饰的微型企业，每户
按照 4.5 万元给予直接补助，对新纳入

“3 个 15 万元”扶持范围或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纳入扶持范围的微型企业，
给予连续3年累计总额不超过15万元的
税收贡献激励；通过“绣娘＋企业”

“绣娘＋村委＋企业”模式，为绣娘提
供绣品销售渠道。

“2013 年以来，兴仁县通过‘锦绣
计划’带动绣娘就业 4000 余人次，实
现妇女增收500余万元。”孙建霞表示，

“指尖技艺”变成“指尖经济”，对脱贫
攻坚和传统民族技艺的传承都有很大促
进作用。

贵州兴仁县民族刺绣品牌走向产业化发展——

“ 指 尖 技 艺 ”变“ 指 尖 经 济 ”
本报记者 王新伟 通讯员 肖 雄

为创新创业搭建服务平台

“京沈‘双创’产业加速器”启动
本报讯 记者孙潜彤报道：为加速北京、沈阳两地

创新平台对接，京沈“双创”产业联盟日前在沈阳正式
成立，以联盟为支撑、旨在为创新创业搭建服务平台的

“京沈‘双创’产业加速器”同时启动运行。
京沈“双创”产业联盟是京沈两地众创空间和孵

化器的联合载体，通过依托北京中关村朝阳园孵化器
和众创空间资源，整合京沈两地孵化器、众创空间和
专业服务机构，植入“北京孵化+沈阳转化”模式，
助推创新创业项目产业化落地和本地产业转型升级。

“京沈‘双创’产业加速器”由北京朝阳区科技企业
孵化器联盟与沈阳双创产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创
建。目前，根据沈阳的资源特点和产业发展方向，加
速器已首批选定北京32家孵化器和众创空间与沈阳开
展项目对接，预计未来两年将服务两地创业者10万人
次以上。

本报讯 记者马玉宏报道：位于青藏线腹地的青海
昆仑物流园日前正式投运。该物流园是一座拥有物流仓
储、货物信息、汽配汽修、停车住宿、车辆检测、加油
服务等全方位配套服务的现代化自生态综合集散型物
流园。

据了解，格尔木昆仑物流园项目分为一期和二期，
一期占地400余亩，总投资超过3亿元。项目一期建有
信息大楼、整车销售、工程配件、汽配保养、司机旅
馆、园区加油、综合配套、停车仓储等功能板块，二期
规划占地260亩，主要为各大电商、专线、零担物流提
供定制化物流仓储服务。建成后的物流园可入驻商户
1200 多家，每天调运车辆 1500 余辆，安排就业人员
5000多名，年货物吞吐量800万吨至1000万吨。

昆仑物流园将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以互联
网平台、仓储物流、停车甩挂、冷链物流为基础，以产
业互动、集约发展、专业运作为导向，着力打造承东启
西、连接南北、“辐射青藏疆，贯通中亚”的“一带一
路”现代物流集散地。

本报讯 记者刘成报道：日前，山东省经济和信息化
委员会、山东省财政厅共同发布《关于加快试点培育山东
省制造业创新中心（第二批）的通知》，决定将由三迪时空
牵头启动筹建山东省快速制造产业（3D打印）创新中心，
依托3D打印等新技术、新动能加快推进全省新旧动能转
换重大工程。

山东省快速制造产业（3D打印）创新中心由三迪时
空牵头筹建，联合中国石油大学、山大华天软件、青岛科
技大学、金健钛业等多家重点院校、科研院所和制造业企
业，解决增材制造产业发展中存在的共性关键技术瓶颈
和产业发展难点等难题，并最终结合上下游传统企业共
同建立 3D 打印发展生态圈，全面推动山东省制造业由

“大”变“强”。
据介绍，山东省快速制造产业 （3D打印） 创新中

心成立后，一方面将能够从根本上解决3D打印整体技
术研发和产品比较分散，各企业单独研发成本高、成果
转化慢的现象；另一方面，将通过创新中心持续积累技
术形成完善的共性技术供给库和产业项目库，进一步推
动技术成果转化，起到技术研发和产品转化“加速器”
作用。

融合多方力量形成产业协同

山东将建制造产业创新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