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肃文县与青岛即墨通过东西扶贫协作实现互利共赢——

土 特 产 在“ 古 城 ”扎 了 根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吕 栋

“店里纹党参蜜脱销了，花椒、葵瓜子
也不多了，需要尽快补货……”这几天，山
东青岛市即墨区即墨古城“印象文县”专卖
店店长左敏不断地和甘肃文县纹党公司联
系货源补充和调整事宜。

走进“印象文县”特产专卖店，货架上
琳琅满目的纹党参、虫草、核桃、食用菌、花
椒、土蜂蜜、土猪腊肉等来自甘肃的特色产
品，齐声“讲述”着这家“东西协作扶贫示范
店”的特殊背景。

文县位于甘肃南部，坐落在甘、川、陕
三省交界处，地处秦巴山地，素有“陇上江
南”“千年药乡”等美誉。2016年，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 1.9 万元，农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仅5389元，被列为国家级贫困
县。2017 年起，按照青岛市委、市政府的
部署，即墨区与甘肃省陇南市文县确立对
口结对帮扶关系。即墨区结合两地实际情
况，从产业扶贫、文化旅游开发、人才交流、
劳务服务、结对帮扶、社会帮扶、资金保障
7个领域开展东西扶贫协作工作。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文县的特产
可谓‘藏在深闺人未识’，而即墨古城恰好
需要不断丰富文化元素和商业业态，因
此，‘印象文县’店在即墨古城安营扎寨
了。”即墨区招商促进局、古城规划建设指
挥部招商运营组组长牟军说，“印象文
县”专卖店地处即墨古城黄金地段，5间
门面房共计300平方米，即墨古城不仅自
费按照文县风情进行了店铺装修，而且还

免除了其三年租金近100万元。“我们要
让这家店在即墨古城扎根，让更多的文县
特产卖到即墨、卖到青岛，带动当地农户
脱贫致富。”

即墨与文县两地政府达成协作协议
后，立即立足双方资源禀赋和基础条件，引
导即墨企业青岛鸿德盛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与文县仁和农副产品有限公司达成初步意
向，为文县优质纹党参等中药材开拓更为

广阔的市场。
“我的家乡在大山深处，那里的中药材

和山货品质非常好，可是因为缺少销售渠
道，加上山路难行，阻挡了山货变现，影响
了脱贫致富的速度。”左敏说，专卖店的经
营主旨就是“背出大山，走进青岛”。“有了

‘印象文县’做大本营，我们终于可以将大
山里的特产‘背’出大山了。”

“除了这家特产实体店，即墨供销社也

在帮助这家店扩大市场销路，目前正与‘即
供商城’电商平台进行对接。”即墨区发改
局经合办主任朱雷介绍，即墨灵山镇也正
探索与文县在中药材种植、加工以及生物
制药等领域进行合作，互相引进特色中药
材品种，促进优势产品互补互利。

据了解，即墨与文县扶贫协作期至
2020 年，力争 2019 年底完成脱贫攻坚任
务。目前，除“印象文县”店入驻即墨古城
外，即墨区4家旅行社与文县相关部门也
签订了合作协议，并在各大旅游景点、商
场、超市等人员密集场所进行文县旅游资
源宣传推介；即墨区3个镇街与文县桥头
镇、中庙镇、铁楼乡签订了结对帮扶协议。
此外，即墨区还出资聘请专家帮助文县编
制城镇建设规划，以期提升文县城乡一体
化建设水平。

“东西扶贫协作是双方的互利共赢。”
即墨区发改局调研员李有积表示，即墨对
文县的资金、人才、产业等方面的扶持，帮
助文县贫困人口改善了基本生产生活条
件，而来自文县的特色产品、特色文化，也
丰富了即墨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为即
墨发展增添了发展新动力。比如，即墨古
城“印象文县”开业前后，来自文县铁楼乡
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池哥昼”传
统祭祀舞蹈表演，以其色彩绚丽的服饰、神
秘奇异的面具、热情豪迈的舞姿、浓郁的地
域文化特色，让中外游客大开眼界，为本已
热闹的即墨古城增添了更多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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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昂的旋律如阵
阵 号 角 ，让 人 斗 志 昂
扬；励志的故事如春风
化雨，滋润着贫困群众
的心田……近日，一场
文化扶贫惠民“大餐”
在河南省鹿邑县马铺
镇马北村上演，受到群
众热烈欢迎。

马北村曾是个远
近闻名的“落后村”。
新任党支部书记雷学
峰带领村民，通过盘活
资源发展集体经济，改
善基础设施，又通过组
建“金马民间艺术团”，
走乡串村表演脱贫故
事、移风易俗节目；利
用红色网络教育家园，
定期组织群众收看党
员带头致富事迹；评选

“致富带头人”“五星级
文明户”；组织主题党
日 活 动 ，为 贫 困 户 服
务、美化村容村貌等，
凝聚干部群众向心力，
从而让马北村彻底变
了样。“马北村已成为
全县人居环境优美的
文明示范村、典范村。”
雷学峰说。

“感谢县里给俺儿子提供免费学习厨艺的机
会，现在学成并找到了工作，一个月能挣 4000 多
元。”马北村村民李怀玉说。

鹿邑县委书记梁建松告诉记者：“随着脱贫攻
坚的深入推进，我们以‘六村（文明村、卫生村、平安
村、产业富民村、美丽宜居村、党建示范村）共建’活
动为契机，因地制宜、因村施策，大力推进文化扶
贫，补齐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短板，在帮助贫困群众
实现物质脱贫的同时，引领群众实现精神脱贫。”

和马北村一样，鹿邑县高集乡王屯村也曾是个
污水横流、道路狭窄、垃圾遍地的养猪专业村。
如今，走在村头巷尾，看到的是和睦相处的邻里、
听到的是校园里的书声琅琅……短短三四年时间，
经过改造，村头废弃坑塘成了公园，村中建起了文
化广场和群众大舞台，王屯村人把“风景”变成“产
业”，把“美丽宜居”转化为生产力，王屯村变得水
清、路平、街净、景靓，成为全县乃至全省美丽乡村
建设的新样板。

“文化就是生产力。通过文化扶贫，扶志以自
强、扶智以自立，脱贫的内生动力就会发挥出来。”
鹿邑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武卫东说。

在广东茂名市高州市镇江镇江口村张大叔家的
农地里，只见青翠欲滴的藤蔓爬满棚架，一个个即将
成熟的百香果垂挂下来，煞是好看。“这叫黄金百香
果，比紫色的百香果更香更甜！”看着即将丰收的“致
富果”，张大叔满脸喜悦：“今年结果特别好，黄金百
香果的市场收购价也高，应该会有赚头的。这真要
感谢政府和邮储银行开展的金融精准扶贫活动！”

江口村是广东省定贫困村，全村 723 户 3125
人，像张大叔一样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有 75 户 185
人。张大叔前些年被诊断出患有肠癌，治疗费用几
乎耗光了家中所有的积蓄。

2018年初，张大叔听村里扶贫干部说，江口村
地势平坦，土地肥沃，特别适合种植百香果，就决定
把家中闲置的3亩地都拿来试种。在村干部的指导
下，百香果长势喜人。张大叔满心欢喜的同时，却又
添了新愁。原来，随着种植百香果需要的棚架、肥料
逐渐增多，增加的种植成本让他一筹莫展。

正当他不知怎么办的时候，近日，广东邮储银行
高州市支行开展了“送贷下乡，扶贫到家”的金融扶
贫活动。得知张大叔家的百香果急需“金融活水”，
邮储银行的工作人员第二天便上门核实贷款情况。
从贷款受理到贷款发放，前后只花了不到一周时间，
张大叔顺利拿到了2万元扶贫贷款。

目前，张大叔利用贷款购置了肥料，又新增了几
十株黄金百香果苗。张大叔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百
香果市场收购价每斤5元，每亩百香果大约可收获
2000 斤，每亩收入约1万元。减去每亩约4000 元
的成本，3亩地的净收入是1.8万元。“比出去打工强
多了。”张大叔说。

据了解，作为广东茂名地区首家与当地扶贫办
签订《金融精准扶贫战略合作协议》的金融机构，广
东邮储银行茂名市分行把金融精准扶贫作为一项重
点工作来抓，主动对接茂名市农业局、扶贫办、财政
局等部门，争取政策和资金支持，并通过送金融知识
下乡、联合村委会走访贫困户等多种方式，扎实推动
金融精准扶贫的落地。下一步，该行还将以建档立
卡贫困户为对象，以产业扶贫项目为载体，不断加大
扶贫贷款投放力度，帮助更多贫困户实现脱贫。

广东邮储银行茂名市分行——

“金融水”浇出“致富果”
本报记者 郑 杨

张大叔家的百香果即将丰收。 郑 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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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东青岛市即墨区即墨古城“印象文县”专卖店的货架上，摆满了来自甘肃的特色
产品。 刘 成摄

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湖南省临湘市发展特色产业扶贫工作纪实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沈 慧 李彦臻

参与“同心果园”种植的农户们领到了果树苗。 （资料图片）

湖南省临湘市羊楼司镇文白社区贫困
户李春融、周君英夫妇的新家位于集镇上，
简单朴素但干净整洁。从破旧的泥土砖房
搬进新房，在附近的中国竹艺城打工，对李
春融夫妇来说，这样的日子已十分称心。

为解决“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
问题，临湘市大力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到今
年8月份，已有680户贫困户2530人搬进
了新房；23个贫困村2819户8556人实现
脱贫。

产业扶贫以“造血”

一大早，白羊田镇合盘村贫困户易金
秀就出门去给合作社的油茶除草。因丈夫
患有长期慢性病无劳动能力，当地扶贫干
部了解到其家庭困难后，动员易金秀入股
油茶合作社，并在合作社种植基地务工。

剪枝、除草、摘果，一年在合作社务工
3 个月左右，每天工资 90 元，一年下来易
金秀的务工收入有八九千元，另外，通过入
股合作社，每年还能分红 3000 元。易金
秀说：“如今生活越来越好了。”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油茶、楠竹、
茶叶、艾绒，这是临湘的特色产业，如何将
这些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攻克深度
贫困堡垒？临湘市鼓励从事特色产业的能
人参与“千人大扶贫”行动，带动贫困户发
展特色产业，脱贫致富。

全国农村致富带头人李黎就是其中一
位。2007 年李黎大学毕业后来到羊楼司
镇新屋村，带领农民从事山野菜种植，使
34名贫困群众年人均增收8000元。与李

黎一样，大学毕业后的何微2014年成立
临湘市云尚养殖专业合作社，采取“湖
南云尚生态农业科技发展公司+云尚养殖
专业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吸收30
户贫困户发展生态养殖，使户均增收2.2
万元。

聚沙成塔非一日，聚水成涓缓缓来。
聂市镇农民张兵驹前些年外出务工，有了
一些积蓄后返乡创业，每年为8户贫困户
免费提供价值 2.1 万元的种子、化肥等生
产物资；羊楼司镇新屋村的老党员开办竹
笋加工厂，带动全镇354户竹农增收；全国
道德模范李国武，为新屋、如斯、龙窖山 3
个村建设了“同心果园”，资助65户贫困户
发展种养、加工等家庭小产业，帮助86名
贫困群众顺利脱贫……

“实现贫困村光伏产业全覆盖，如今
临湘市27个光伏扶贫电站已全部并网发
电，每个电站每年可产生 7 万到 8 万元的
经济效益，2455 名贫困人口参与分红 20
年。”临湘市扶贫办主任曹新望说。

精准扶贫见效快

“我孙女从万通服装学校毕业了，在
杭州上班，第一个月就发了 3000 元的工
资。”近日，临湘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
孟阳来到他的帮扶对象——詹桥镇余湾
村戴湘华家里，以前愁容满面的戴湘华如
今喜笑颜开。

两年前，戴湘华的孙女初中毕业后，
因为家里贫困，一直无钱学技术，没有一
技之长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李孟阳了

解到情况后，立即联系临湘市万通服装技
术学校，学校减免了小戴的部分学杂费，
李孟阳自掏腰包解决剩下的费用，让小戴
顺利入学。

扶贫先扶志，必须将扶贫同扶智、扶
志相结合，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为此，
临湘市经过精准识别，确认全市贫困村26
个，建档立卡贫困户4530户13267人。市
里一方面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一方面针对
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
对这些扶贫对象实施精确帮扶。

忠防镇响山村村民刘演清的妻子因
患病长期不能劳作，为了照顾妻子和年幼
的儿子，刘演清无法外出打工。2016年，
刘演清在自家田里挖了几亩水田养殖小
龙虾，但由于缺乏技术，血本无归。临湘
市委政法委与他进行结对帮扶后，带他到
市水产局和附近乡镇的养殖大户基地学
习养殖技术，并帮助他创办了村级小龙虾
养殖基地。随着养殖经验的不断成熟，刘
演清开发养殖池50多亩，并引进了小龙虾
优良品种，经过半年时间，他养殖的小龙
虾获得大丰收。2018年，刘演清一家的纯
收入达20万元。两年时间，实现了从贫困
到小康的飞跃。

受惠的不仅是刘演清。坦渡镇桐梓
铺社区的余爱明早年因交通事故致贫，加
上孩子年幼，一直无法脱贫。2016年，帮
扶干部鼓励他种植莲藕。帮扶单位给他
提供肥料，镇里帮他联系老师指导，村里
帮其联系销路。当年余爱明种植10多亩
莲藕，获利近2万元。“今年我将莲藕种植
扩大至30亩，一年下来有4万元的收入。”
余爱明说。

民企帮扶添动力

在三联村毛坪组，贫困户曾晓雾站在
崭新的房屋前满面笑容：“想不到我还能住
上这么好的房子！”

告别危房搬进新家，曾晓雾第一个感
谢的便是岳阳亿利达公司。原来，亿利达
公司结对帮扶27户76人，为其中13户无
房和危房贫困户每户资助 5 万至 8 万元，
统一设计、施工建房。就这样，一直渴望住
进新房的曾晓雾实现了多年的愿望。

为打通制约边远山区经济发展的道
路，解决农资运不进、产品运不出的问题，
去年 6 月，临湘市建筑行业协会下辖的 7
家建安公司，为扶贫联点村捐款21万元，
打通了 2.4 公里的通组公路；市扶贫办发
动全市73家非公企业结对帮扶21个贫困
村260户贫困户，募集扶贫资金1600多万
元，为贫困群众提供就业岗位1500个……

“羊楼司竹木家居创新创业园，建成后
可吸纳5000名群众就业；坦渡镇的5000
余亩艾草基地，可吸纳附近6个村180户贫
困户入股，人均增收可达2000元以上。”羊
楼司镇党委书记夏逢响告诉记者。

临湘市还指导非公企业扶贫先扶智，
增强贫困家庭自我发展能力。2017 年 8
月份，广东省湖南临湘商会启动“育才行动”，
34家会员企业帮扶37名贫困学子；凡泰公
司、信泰置业等企业每年拿出8万元至10
万元用于春秋季助学；“小家庭”餐饮公司
则从顾客每笔消费中提取一定数额，设立
爱心助学基金，帮助贫困学子。

湖南省临湘市立足地方

特色，通过能人带动、精准

“点对点”帮扶、企业扶助等

办法，带动贫困群众发展具

有当地特色的种植养殖等产

业，增强他们的自我发展能

力，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

优势，脱贫成效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