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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村有产业 户户有项目
——山西左权县推进脱贫攻坚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贺浪莎 刘存瑞

山西左权是国家扶贫开

发工作重点县，全县有建档

立卡贫困村129个，贫困户

近1.9万户4.9万人，贫困发

生率达38.2%。打响脱贫攻

坚战以来，左权县坚持以户

为基础的理念，下足绣花功

夫，推动全县脱贫攻坚工作

取得突破性进展。

2016年以来，山西省左权县将光伏扶贫列为精准扶贫专项行动之一，实施了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农户屋顶光伏扶贫电站和地面集中
电站3大工程，取得了良好成效。图为后板峪村的农户屋顶光伏扶贫电站。 邢兰富摄

甘肃庆阳：

扶贫分四类 脱贫一股劲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陈发明

天气冷了，该农闲了，可山西省左权县
芹泉镇下庄村村民高晋华却没闲着，还在
侍弄他的蔬菜大棚，“这季大棚西红柿已经
收完卖完，空下来的棚里正好种些香菜，冬
天卖得俏，又多份收益”。

“以前村民主要种玉米，每年每亩也就
能挣 1000 多元。干起蔬菜大棚后，去年
村集体开始有收入。村里现在正在建蔬菜
交易集散中心，建成后，周边城市蔬菜批发
市场来收我们西红柿的积极性就更高啦！”
下庄村党支部书记尚向军说。

按照脱贫摘帽目标，左权县到今年底
稳定脱贫的贫困村将达44个，稳定脱贫的
贫困户将有1.48万人。“届时，左权县贫困
发生率将降至0.51%。”左权县委副书记王
宏昌告诉记者。

产业是基础

左权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全
县有建档立卡贫困村129个，贫困户近1.9
万户4.9万人，贫困发生率达38.2%。

打响脱贫攻坚战以来，左权县坚持以
户为基础的理念，下足绣花功夫，推动全县
脱贫攻坚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首先要扭住产业根本，夯实产业脱贫

到村、到户、到人措施。
在芹泉镇那样的纯农业乡镇，主要实

施以设施蔬菜、有机杂粮、连翘等中药材
种植为主的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采取农
户自愿、政府支持的办法，加强公共技术
指导和帮扶。

“芹泉镇集中连片建棚成功打造了市
级现代农业产业园，政府每亩补贴1万元，
农户自己投入6500元，贫困户还可申请3
万元3年无息贷款来投入，参与门槛大为降
低。再加上合作社示范带动、精心指导，大
伙儿建棚积极性很高，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都很显著。”据左权县蔬菜产业技术服务
中心主任刘翁铭介绍，截至目前，左权县设
施蔬菜种植面积达1.39万亩，总产值达2.7
亿元，占整个蔬菜种植总产值的90%，带动
贫困群众年人均增收2000余元。

左权充分挖掘“核桃产业大县”“生态
造林模范县”“生态旅游县”的品牌优势，坚
持“短中长”结合，短线发展光伏、电商、特
色种养等短平快项目，中线发展核桃经济
林项目，长线发展生态旅游项目，确保村村
有产业支撑、户户有项目覆盖，为脱贫攻坚
筑牢产业支撑。截至目前，全县已发展核
桃37万亩、杂粮8.6万亩、设施蔬菜1.39万
亩、中药材10万亩，形成核桃、杂粮、畜牧养

殖、设施蔬菜、中药材、生态造林、文化旅
游、光伏、电商9大增收产业，约有60%的贫
困群众依靠特色产业增收脱贫。

此外，左权还积极推进“双十”转型项
目建设。“‘双十’项目是指东方希望集团
氧化铝项目等10大产业转型项目及左权
生态文化旅游开发区建设等10大基础设
施项目，总投资将达204.79亿元。截至目
前，已开工 14 个项目，完成投资 15.82 亿
元，对脱贫攻坚的促进作用已经开始显
现。”左权县发改局书记刘林忠告诉记者。

记者在10 大产业转型项目之一的中
晋太行气基还原铁研发与生产示范基地
看到，项目正在抓紧施工，预计明年3月底
前完工。作为国内首个气基还原铁工业
化研发生产基地，该基地建成投产后，可
实现利润3亿元，提供各类岗位300多个，
带动2300多户贫困户在家门口就业，年人
均增收超过1.5万元。

由于这类产业项目通常前期投入大、
周期长，左权遂将“贷资入企”这一具有山
西特色的金融扶贫政策用好用足。

贷资入企是指对于没有经营能力和
项目产业支撑的贫困户，在其提出申请的
前提下，由政府授权扶贫开发公司作为运
营平台，集中贫困户的扶贫小额信贷，投
放到实力雄厚、效益明显、抗风险能力强
的企业，在贷款期内企业产生经营收入、
偿还银行贷款、贫困户获得收益。

“截至去年底，通过贷资入企，项目已
累计受托2175户贫困户近1.09亿元扶贫
小额信贷，不仅破解了项目启动期的资金

‘瓶颈’难题，还为2165户贫困户年均增收
3000 元、为 10 户贫困户年均增收 1800
元。”中晋太行项目工作人员李玉芳说。

“三支工队”显身手

如何在扶贫开发工程中让相关政策、
资金、机制等资源发挥出更大效用？左权
一直在努力探索和创新。

比如，一边是县域经济建设中有大量
工程项目需要实施完成，另一边则是具有
劳动能力但年龄偏大、缺乏技能而无法外
出务工的贫困人口需要增收——这两种
需求如何有效对接？左权大力推进的“三
支工队”实践给出了很好的答案。

“‘三支工队’分别是指林业工队、农建
水保工队和土地整治工队，即专业合作
社。”王宏昌说，就是在生态造林工程、水利
建设工程和土地整治项目中，引导组建或
遴选脱贫攻坚专业合作社来承揽，确保贫
困人口参与，进一步拓宽他们的增收渠道。

五里铺村贫困户姚世云就靠参加土地
整治工队实现了脱贫。去年，他被吸纳到
同乡李赵军组建的军安土石方工程服务队
干活，一年下来就挣了1.2万多元。

土地整治是左权县近年重点投资建设
的领域之一，每年财政投入力度不小，但项
目涉及辖下所有乡（镇），投资零散，且往往
由一些大中型施工企业承揽，推动脱贫攻
坚的效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为此，左权
于2016年底组建起首批19个土地整治工
队，姚世云所在的军安工队即在其中。

“这 19 支工队承担了全县 61 个土地
整治项目，对接了贫困人口196人，带动人
均增收3000多元，使财政资金更好地发挥
了带动脱贫的效用。”左权国土资源局局长
郝建忠说。

为确保“三支工队”组建顺利、运营规
范，左权县还实施了一系列配套措施。一是
要求每支工队以“身股”形式吸纳建档立卡
贫困劳动力，数量不低于用工总数的60%，
确保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都能进工队、有
活干。二是对脱贫攻坚工程建设项目实行
议标方式，并下放到各合作社，确保队队有
工程。三是完善利益分配办法，要求必须保
证贫困劳动力常年劳务天数占到总工程量
的80%以上，工程投资总额的45%用于支付
贫困劳动力劳务。四是明确相关部门，对工
队吸纳人口、工程质量、支付到位情况等进
行监督考核。据统计，截至目前，左权共组
建三类工队97支，吸纳贫困人口3151名，预
计可带动9000余贫困人口稳定脱贫。

“为了全面提升脱贫质量，左权坚持创
新推进，筑牢防范返贫屏障。”王宏昌说，一
方面，为3万多名已脱贫人口缴纳返贫责任
保险，另一方面，强化民生兜底，扩大低保、
五保覆盖面，目前已覆盖逾1.16万人。此
外，通过产业保险保障脱贫成效。例如，采
取“农户+财政+保险”模式，共投保核桃保
险超3.35万亩，涉及农户7316户，其中贫困
户3200户。投保以来，全县共兑现理赔款
1566万元，切实提高了产业抗风险能力。

湖南省宜章县莽山的
千年瑶寨——跳石子村，地
处南岭与罗霄山脉交会区
的半山腰，共29户人家120
余口人，长期以来无集体财
产、无当地企业、无矿产，全
村人均 GDP 仅 2000 元至
3000元。其中24户人家80
多名村民为贫困户。近年
来，在政府、行业、社会多方
力量的合力帮扶下，跳石子
村走出了一条极具地方特
色的，适合少、边、穷区域的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之路
——能人引领，发展特色产
业；村社搭台，重建农村社
会组织；公司运营，保障农
民合法权益。如今，每户贫
困社员年净收入8000元，
超过原来的2倍多。

由于思路创新、目标
明确、措施到位、方法得当，
跳石子村扶贫成效明显。

——因势利导，激发
乡村内生动力。

基于莽山瑶族独一
无二的农耕文明、民俗旅
游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以
及莽山瑶族丰富多彩的
古建筑等物质文化遗产，
培育创立瑶族农耕文明
活态博物馆，提供瑶族物
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体
验，集种植、研发、加工、
休闲观光、销售等为一
体，激发内生动力。一批
能人在跳石子村创建“乡
村建设实验室”，创新农
业、农村发展新模式，探
讨乡村治理的新路径，为绿色农业和生态文明提供
物质基础和意识范式。

——组建公司，实现全员合作共赢。
以户为单位成立全员合作社，每户出资5000元

入股。合作社与莽山土里巴吉公司组建项目公司，
各占50%股份，以合作社认缴数等金额出资，资金不
足部分对外筹借，法定代表人和财务由社员担任，
农民当家作主。合作社统一利用林下放牧，承包权
和林权不变，土里巴吉公司负责营销。合作社成为
农民共同利益的聚焦点，也是农民自我成长的平
台。合作社与公司互相制衡，形成利益分享的命运
共同体，受到农民欢迎。

短短两三年，跳石子村实现整体脱贫，瑶寨面貌
焕然一新。如今的跳石子村固定资产达400多万元，
集产业、观光、休闲、养生和科普于一体，利用“互联
网+”的销售模式，发展旅游、文化农业，通过能人与
村组干部带动，实现共建共享，农户收入倍增。

——发掘项目，能人带领建设乡村。
好项目要有人来做，培养乡村能人，是带动精

准脱贫的好办法。
充分依托绿水青山、乡土文化等资源，采取先

建后补、财政贴息等方式扶持跳石子村的休闲农
业、休闲旅游业，引导社会资本开发农民参与度高、
受益面广的休闲旅游项目，跳石子村逐渐建成魅力
村庄和宜游宜养的森林景区。

周彬辉是土里巴吉公司的总经理，他将莽山黑豚
体验馆搬到跳石子村，让出50%的股份给合作社；村民
赵王保为合作社做事，长期不计报酬。村民信任他们、
拥护他们。他们的带动，让跳石子村“活”起来。

——激发文化自信，实现乡村振兴。
2016年，“土里巴吉农耕学堂”在跳石子村正式

启动，陆续开展了“产品溯源监督”“瑶族文化与游
客”“犁田煮酒磨豆腐农耕体验”等农耕文化系列讲
座，每季度至少一讲，主要内容是传承瑶族文化、传
授致富经、探索乡村建设之路、传习农耕技法、活化
村寨民俗文化、传播有机农业知识等。激发了文化
自信，促进了乡村振兴。

从跳石子村的脱贫之路可以看出，地处大山之
内，由于资源匮乏、信息不对称等多重因素，应当确
保农民始终是土地的主人、是经济组织的主体、是
主动作为者，而不是扶贫政策的被动接受者；乡村
发展要充分发挥两个积极性，一个是农民互助合作
的积极性，一个是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外部投资者所
组成的利益分享的“命运共同体”的积极性。充分
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做好一二三产业有机融
合，就能最终实现发展的目的。

（作者单位：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研究中心）

因为需要在家照顾70多岁的老母亲，
吴俊礼本来想一直待在村里，就这么凑合
着过日子。“家里有20亩山地，能收个口粮
不赔钱就行了。”吴俊礼的家在甘肃庆阳市
庆城县驿马镇杨湾村，典型的黄土高原地
貌，沟壑纵横，广种薄收，“不愁吃喝就行。
脱不脱贫？走一步看一步吧”。

去年9月，村里办起了养殖合作社，吴
俊礼惊喜地看到了脱贫的希望。他将用产
业奖补资金购置的21只羊和扶贫贷款以及
自家10亩用于种植饲草的土地入股合作社
统一经营管理。今年9月，他就得到了1万
元的分红。而自己平时在养殖场打工，每
月还有2400元的收入。“每天都能回家照
顾母亲，啥事也不耽误。”吴俊礼说。

这种模式在庆阳被称为“331+”产业
扶贫模式，其中，第一个“3”是龙头企业、
合作社、贫困户三方联动的利益共同体，第
二个“3”是推进“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
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1”是指
建立统一科学的品牌化质量管理体系，

“+”则是“+党建”“+村集体经济”。
杨湾村兴富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

小军告诉记者，合作社的羔羊都是从龙头
企业中盛公司购买，出栏后由中盛公司以
保护价回购。一年下来，合作社有95万元
左右的利润，65名贫困户分红65.46万元，
村集体分红5000 元，剩下的29万多元归
合作社。

记者了解到，庆阳市将全市5.82万户贫
困户按照收入和劳动力状况细分为四类：第
一类是有劳动能力且有技术的贫困户，主要
短板在于产业经营规模偏小；第二类是有剩
余劳动能力且可输转的贫困户，主要短板是

缺少务工技能；第三类是有一定劳动能力可
打零工的贫困户，但家里子女幼小或有老
人、病人需要照顾，无法外出务工；第四类是
无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很难自主增收脱贫，
收入主要来自社会保障和救济。

针对不同的贫困户类别，庆阳市出台
了不同的帮扶政策。“即‘四类分类’精准施
策。”庆城县扶贫办副主任张恩武说，对第
一类贫困户，每户到户奖补资金2万元，帮
助其将种植养殖产业规模达到市县测算确
定的产业脱贫标准，剩余奖补资金入股龙
头企业或合作社，实现产业提升脱贫；对第
二类贫困户，每户到户奖补资金2万元，除
技能培训所需不超过1万元外，其余部分
用于产业奖补或入股分红，实现“就业增
收+产业托底脱贫”；对第三类贫困户，每
户以2万元产业奖补资金和3万元产业发
展贴息贷款，入股产业互助合作社分红，实
现互助合作脱贫；对第四类贫困户，落实兜

底政策，通过公益性岗位就业增收或以 2
万元奖补资金入股分红，实现“互助合作+
兜底保障”脱贫。

目前，庆阳市实现了每个贫困村至少有
一个养殖专业合作社和一个种植专业合作
社，全市共为1.38万户一类贫困户落实奖补
资金2.82亿元，为1.97万户二类贫困户落实
奖补资金3.11亿元，为1.95万户三类贫困户
落实帮扶资金6.88亿元，为5200户四类贫
困户落实“互助合作+兜底保障”政策。

在精准识别帮扶政策推动下，庆阳脱
贫产业遍地开花，全市参与肉羊产业的经
营主体达到308家，带动贫困户3.1万户增
收9842万元。全市初步形成了集饲喂技
术研发、饲草种植、良种繁育、屠宰加工、冷
链物流等为一体的现代肉羊全产业链，不
仅实现了肉羊产业的体系化发展，而且促
进了肉羊与粮食、苹果等种植业的融合
发展。

“通过精准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和扶持
政策，我们实现了扶贫产业与‘一户一策’
的无缝对接。”甘肃省政协副主席、庆阳市
委书记贠建民表示，按照“四类分类法”对
贫困户进行精准分类，有针对性地落实产
业提升、就业扶持、互助合作、兜底保障等
扶贫政策，庆阳将确保一、二类贫困户产
业就业全达标，三、四类贫困户入社配股
分红全覆盖，确保每一户贫困户都能按期
脱贫。

特色资源显优势

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在脱贫攻坚中，依
托当地特色资源，引导村民因地制宜发展种植和乡
村旅游增收。图为冕宁县城厢镇村民罗凤在查看挂
晒的玉米。 姚永亮摄

左权县充分挖掘“核桃产业大县”的品牌优势，积极发展核桃经济林项目。图为村民
在查看核桃长势。 邢兰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