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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发力推进少数民族地区脱贫攻坚

民族村里产业旺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郭静原

宁陕是陕西省南部的一个贫困
县。这里的森林覆盖率高达90.2%，
区域内有大量椴树、漆树、板栗等优
质蜜源植物，是中蜂的天然栖息地。
据蜜蜂研究所专家测算，载蜂量至少
10 万箱，年产优质蜂蜜至少可达
1000吨，产值超过1亿元。

宁陕县有2160余户农户长期从
事中蜂养殖，但至今还有 8000 多贫
困人口，为什么贫困状况仍未改变？

蜜蜂研究所专家团队在深入调
研后发现，宁陕当地虽有养蜂习惯，
但是方法太过传统，导致养蜂收益一
直不高。

找到问题的症结后，蜜蜂研究所
制定了针对宁陕县发展蜂产业的规
划，并确定蜜蜂所饲养室李建科教授

作为对口宁陕帮扶的责任专家。
2017 年，李建科带着先进的养蜂理
念和技术，利用 8 个月的时间先后 6
次深入宁陕开展科学养蜂、蜂病防
控、蜂种选育和产品加工等技术指
导，开展培训10余次，向贫困地区群
众教授中蜂现代饲养技术。

专家们带来的好技术好方法在
当地蜂农之间迅速传播开来，自此，蜜
蜂不再乱飞了，蜂群也强大了，产蜜量
从5公斤提高到10公斤，村民的收入
随之提高。

近几年，宁陕县中蜂数量由不足
4000 箱发展到 1.8 万箱，蜂蜜产量
126吨，实现销售收入上千万元，产业
初具规模。全县有516户贫困户养蜂
7854箱，年产蜂蜜39.3吨，户均增收

4000 元。2018 年 7 月份，宁陕县被
授予“蜂业提质工程示范县”称号。

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所
长王加启表示，近年来，该所将推进
蜂业提质工程与精准扶贫紧密结合，
让贫困山区群众通过发展养蜂产业
实现脱贫致富，把生态环境优良的贫
困山区建设成优质高端蜜源的生产
基地。同时，联合全国蜂业100余家
科研单位、高校、企业、养蜂合作社，
牵头成立国家优质蜂产品科技创新
联盟，重点开展了产业精准扶贫调研
和“蜂业企业百家行”等系列活动，围
绕地方蜂产业状况进行会诊把脉，在
贫困地区一线的生产实际中发现问
题、会商问题、梳理问题、找准问题，
协助地方政府、企业和合作社开展县
域产业发展规划、技术推广、蜂产品
质量检测、区域品牌建设、电商渠道
拓展等工作，支持贫困地区蜂产业发
展建立系统化精准方案。

3年多来，蜜蜂研究所共有60多
名专家忙碌在扶贫攻坚一线，累计开
展技术培训108次，现场指导300余
次，培训蜂农超过1.6万人次，培训骨
干技术人员 450 人，带动 3300 户贫
困户实现脱贫。

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

开拓“蜂业”特色扶贫路
本报记者 常 理

面对民族地区艰巨

的脱贫任务，贵州省加快

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产业

结构调整和民族团结步

伐，不断激发贫困群众脱

贫致富的内生动力，着力

发展壮大特色优势产业，

扶贫工作取得良好成效。

近日，记者跟随国家民委工作人
员来到贵州省铜仁市及黔东南州等
地，只见一幢幢极具民族特色的房屋
依山而建，民族村里特色产业发展的
如火如荼，扶贫工作取得良好成效。

振兴特色村寨

距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梵净山
山门约 3 公里，踏上吊桥，穿过太平
河，美丽的寨沙侗寨就掩映在一片茂
林翠竹之中。这里是贵州省铜仁市
江口县太平镇上侗族群众聚居的一
个自然村寨，全村75户314人，侗族
占近80%。浓郁的侗家民族风情特
别是侗家民居建筑所独有的韵味常
令游人流连忘返。

此前多年来，寨沙侗寨一直守着
“金山”受穷，长期戴着“贫困帽”。“过去
这里远看是青山绿水，近看却是牛粪成
堆。”村委会主任陈雪容告诉记者，
2010年，寨里人均纯收入不足千元。

穷则思变。2011 年，随着梵净
山旅游业的发展，江口县决定利用寨
沙侗寨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文化
旅游资源，打造乡村旅游扶贫试点。
太平镇镇长贾小华介绍，寨沙侗寨通
过科学规划，统一设计、统一包装，建
成风格统一的侗家木楼；通过整合涉
农资金和帮扶资金600多万元，用于
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对参与乡
村旅游开发的农户进行财政补贴和
贷款贴息，解决了贫困乡村旅游业发
展资金不足的问题。

“侗族文化是我们发展乡村旅游
最具特色的招牌，必须深入挖掘。”贾
小华说。他们组织人员赴侗族文化发
祥地——黔东南黎平县实地考察，请
来侗族老师开展文化与歌舞培训，并
从黎平县的资深古建筑公司采购建设
原料，高薪聘请侗族土著艺人手工加
工侗寨鼓楼。

2013 年，寨沙侗寨被国家民委
认定为首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
寨”并予以挂牌，进一步打响了村寨
侗族文化旅游品牌。2017 年，全寨
共接待140万人次游客，年人均收入
跃升至4.2万元。

据介绍，近年来，贵州省投入少

数民族发展专项资金1.6亿元，着力
实施“1151”保护与发展计划，即重
点建设10个民族特色小镇、10个示
范廊带、500 个民族特色村寨，命名
1000 个民族特色村寨。截至目前，
全省 213 个民族特色村寨被国家民
委命名为“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数量居全国第一，已取得良好的经济
效益与社会效益。

关注人口较少民族

贵州省是多民族聚居省份，少数
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 36.11%，
列入国家扶持的人口较少民族有毛
南族和仫佬族，省内有人口较少民族
乡1个，人口较少民族聚居村63个，
分布在2个自治州7个县21个乡镇。

如何加强对人口较少民族的保
护？贵州省以实施《“十三五”促进民
族地区和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为
契机，加快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深入
实施人口较少民族率先小康行动计
划，高起点、高标准统筹谋划，改变其
长期贫困落后面貌，推动区域经济持
续快速发展。

在黔东南州麻江县龙山镇复兴
村，仫佬族人口占到全村一半，是典型
的人口较少民族聚居村寨。过去这里
由于地处边远，交通闭塞，是全县的

“落后村”。而今，复兴村已真正实现
了“出门不湿鞋，吃水不用抬，做饭不
用柴，信息家中来”和“村容寨貌特色
美、自然环境生态美”的目标。

“可不是为了你们要来才打扫得
这么干净，村民们早已养成自觉爱护
村内环境的好习惯，美丽乡村建设逐
步迈向常态化。”龙山镇镇长蔡子明向
记者介绍，近几年，复兴村以较少民族
项目为“敲门砖”，整合扶持发展资金，
强化以项目实施推动农村水、电、路、
房、讯、环境等基础设施建设，搞好房
前屋后庭院绿化，建设家庭花园。

一个村庄整洁、初具规模的仫佬
族民族文化特色村寨正在形成。蔡
子明说，为了加强致富工程建设，复
兴村组建了脱贫攻坚“特惠贷”村级
合作社，由村两委负责人领办，实现
了“党社联建、村社合一”。村合作社
还发展生姜种植 30 亩，带领贫困群
众种植生姜300亩，还拟在龙井组建
设乡村民宿，依托“乡味复兴”品牌着
力打造乡村旅游产业。

扶植优势产业

复兴村村民、仫佬族特色灰拔豆
腐产业领头人金渊秀告诉记者，她家的
灰拔豆腐已通过“黔东南州第五批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审批。“现
在村里开通了农村电商平台，拓宽了
售卖渠道，很高兴有这么多人接受灰
拔豆腐，也是继承仫佬族祖先几百年
流传下来的文化精髓。”金渊秀说。

从鲜有人问津的小本生意，渐渐
做到小有名气，得益于村里对民族产
业培育的重视。如今，麻江县的超市
和小学都成了金渊秀的稳定客源，每

天能卖出灰拔豆腐300多斤，年销售
额达到40 万元左右；灰拔豆腐产品
纷纷打入周边县市超市，复兴村也建
成了灰拔豆腐加工厂，逐步实现文化
产品向文化商品的转变。

要想过上好日子，还得深挖产业
致富路。多年来，贵州省着力发展壮
大特色优势产业，一批国内知名企业
的数据中心落户贵州民族地区，惠水
县百鸟河数字小镇入选全省第一批
数字经济示范小镇，独山县电子终端
产品制造业初具规模；蔬菜、茶叶、生
态家禽、食用菌、中药材 5 大传统产
业实现规模化发展，推动“一县一业”
特色优势产业布局……

走进黔南州平塘县卡蒲毛南族
乡，从绿油油的蔬菜基地到泡菜缸腌
制贮藏工厂，从绿壳蛋鸡养殖场到卤
制品自动化加工生产线，各类优势产
业遍地开花。乡党委组织委员王清元
介绍，按照“一长两短”产业规划，卡蒲
毛南族乡发展蓝莓、菩提树、林业养
鸡、云茸等特色种养业初具规模并形
成示范效应。近年来，乡里还引进多
家企业入驻，进行中药材、蔬菜、畜禽
等产品深加工，打造全产业链，进一步
解决了农产品销售难的问题。

“发展少数民族特色产业，既能
保存少数民族文化赖以生存的载体，
又可以结合特色种养、民族手工艺、
民族风情旅游等产业，激发民族地区
村镇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助力民族地
区脱贫致富。”国家民委经济发展司
司长张志刚说。

在珠兰乡永记果业加工基地，果农在采摘赣南脐橙。

江西会昌

产业帮扶全覆盖

西江镇欧亚美刺绣公司扶贫车间内，工人在加工刺绣贴章。

近年来，江西省会昌县发挥生态优势，发展绿色、低碳、循环经济，打造
民营企业、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就业扶贫“三合一”产业集聚区，按照“建设—
回购—托管”的运营方式，在贫困村建设扶贫车间承接珠三角劳动密集型
产业，共引进鞋服、藤器、脐橙加工等无污染的劳动密集型企业10家，解决
了9个贫困村的2000余名劳动力就业，其中贫困村民412人。此外，706家
龙头企业与贫困户建立利益联结机制，联结近2万户贫困户，实现了产业帮
扶全覆盖。 本报记者 赵 晶摄影报道 （中经视觉）

会昌县江西五丰食品有限公司车间内，工人在加工有机米粉。

上图 依托侗族特色，贵州
省铜仁市江口县太平镇寨沙侗寨
的乡村旅游发展得有声有色。

本报记者 郭静原摄

左图 在贵州省黔南州平塘
县卡蒲毛南族乡，村民学习民族
刺绣手艺。

本报记者 郭静原摄

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
研究所专家在长期的扶贫
工作中发现，我国深度贫困
地区与现有中蜂适宜养殖
地 有 超 过 90% 的 重 叠 。
2015年以来，蜜蜂研究所
专家团队深入全国14个
连片特困地区的 22 个县
市，把蜂业科技创新与脱
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深
度融合，开拓出一条具有
蜂业特色的扶贫之路。

本报讯 近年来，河南省太康
县大力开展“巾帼家政”扶贫工程，
截至目前，累计开展妇女劳动力各
类家政培训 300 余期，培训人员 3
万余人，推荐到北上广等城市就业
2 万多人，月薪 5000 元至 1.2 万元
不等，实现了“培训一人、转移一人、
就业一人、脱贫一户”的目标。

近日，太康县举办“家政扶贫再
出发”动员大会。与往年培训启动
仪式不同的是，此次太康县专门从
北京请来专业家政培训机构天易汇
家庭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对学员
开展更加专业的培训并推荐就业，
参加培训的妇女劳动力将普遍实现
年收入增加2万元的目标。

“开展家政扶贫行动，一方面
有利于帮助农村贫困劳动力转移就
业，助力精准扶贫；另一方面有利
于缓解城市家政服务供需矛盾，更
好地改善民生。太康县的家政扶贫
培训已成为激发全县广大妇女脱贫
内生动力的主要抓手。”据太康县县
长李锡勇介绍，2016年以来，太康
县按照“政府主导、行业促进、妇联
参与、社会协调”的原则，在全县大
力实施“巾帼家政”就业扶贫工程，
明确了“5432”目标，即全县培育
大中型家政培训企业5家，实地培
训家政服务人员4万名，带动3万
名贫困妇女劳动力从事家政服务，
实现人均年增收2万元。太康县把

“巾帼家政”扶贫工程作为“三级书
记”工程来抓，县委书记、县长遍
访贫困村，包乡县级领导干部遍访
所包乡镇各村民组，乡镇党委书

记、县直分包乡镇负责人遍访乡镇
有妇女劳动力的贫困户，村党支部
遍访全村农户，宣讲家政培训就业
政策，协调解决存在的困难和问
题，建立长效机制并纳入年度目标
考核。同时，依托妇联、司法等部
门建立三级联动纠纷调解网络，为

“巾帼家政”从业人员提供纠纷调
解服务，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

随着此次引进更加专业化精准
化的培训机构，当地家政从业者普
遍关心的继续教育培训、如何利用
农闲业余时间进行培训等问题，也
都有了更优的解决方案。据悉，根
据市场需求，太康县妇联和天易汇
家庭服务中心将为当地家政从业者
提供包括母婴、厨艺、营养、中医
辅助、养老及礼仪等多项课程在内
的立体化组合培训课程套餐。同
时，建立家政服务继续教育培训体
系，采取互联网家政模式线上线下
相结合，让家政学员可利用碎片时
间用电脑、手机上网学习。按照太
康县政府与天易汇合作协议提出的
目标，到2020年底，天易汇家庭服
务中心将为太康县进行家政扶贫培
训不少于2万人。

“进一步发挥家政行业的作用，
不仅要有严格的岗前培训，还要有
多元、灵活、低成本的家政服务继续
教育培训体系。”天易汇家庭服务中
心董事长袁鹤迪说，“我们将继续以
家政行业作为切入口，为贫困地区
学员提供优秀的师资团队和专业课
程，帮助农村妇女劳动力实现持续
增收。” （邹 见）

河南太康引进专业培训机构

“巾帼家政”助脱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