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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威宁

搬到好地方，融入新环境
本报记者 王新伟 通讯员 许定华 陈武帅

两年前，高贵才在广东打工，
过着四处奔波的生活。那时，他做
梦都没想到在老家贵州省威宁县
城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高贵才的老家在威宁县新发
布依族乡峨嘎村，这是个自然环境
非常恶劣的村庄。

“坡陡，路不通，开门除了山还
是山，还时不时有石头从山坡上落
下来，属于地质灾害易发区域，日
子过得提心吊胆。”高贵才说，当年
从老家到新发乡中心小学读书，10
来里山路要走两三个小时，由于没
有一条像样的通组路，孩子们的求
学路非常辛苦，一天大部分时间都
在上学路上折腾。

“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当
地政府为了让群众早日脱贫，动员
群众搬出大山。

听到这个消息，高贵才从广东
辞职赶回来第一个签字同意搬迁。

2017年1月24日，农历腊月二
十七，在春节前夕，高贵才一家6口
人搬进了县城五里岗易地扶贫搬
迁安置点——阳光新区，分到 120
平方米的新房子。

高贵才是威宁实施易地扶贫
搬迁工程以来，第一个搬到县城入
住的“乡下人”。与高贵才一起搬
进五里岗扶贫搬迁安置点的同村
乡亲还有40余户。

高贵才头脑灵活，是个热心
肠，又见过世面。经过培训，他在
社区物业公司当保安，每月有2000
余元工资收入。2018年，五里岗社
区成立，他又被大伙儿推选为社区
党支部副书记。

高贵才算了一笔账，自己当保
安的收入加上当社区干部的工资，
一个月有 4000 余元。妻子在社区
小吃摊租了个摊位专门卖米粉等
小吃，每个月收入 2000 多元。两
个儿子都在县城上学，再也不用像
在老家读书时来回奔波。

“搬到五里岗来不但分到新房
子，还能挣钱养家、照顾孩子和老
人，是党的好政策让我们过上了好
日子。”高贵才说。

针对搬迁群众后续发展问题，
威宁县积极为搬迁群众搭建就业
平台，多渠道为搬迁群众实现就近
就业，真正让搬迁群众搬得出、稳
得住、能致富。

威宁易地扶贫搬迁办公室积
极改善和提高搬迁群众的生活质
量，加强对经开区便民小吃街、商
业门面、平价农贸市场建设和管
理，仅2018年就推荐500余人到威
宁雪榕、奥博皮具、贵妹鞋业等园
区企业就业；推荐400余人到广州、
东莞、浙江等省外就业。“针对 100
余名文化偏低、年龄偏大的搬迁群
众就业，我们推出‘10+N’公益专
岗招聘，推送200余人到县城管局、
经开区社事中心、物管公司等单位
从事保安、保洁工作。”威宁易地扶
贫搬迁办公室负责人杨仕举说。

其中五里岗街道还探索出“搬
到好地方，融入新环境；住上好房
子，成为新市民；用活好政策，增添
新手段；创建好机制，获得新发展；
过上好日子，奔向新小康”的“五好
五新”模式，着力提升易地扶贫搬
迁群众的后续发展能力。

兖矿集团帮扶山东省菏泽市黄店镇贫困村

产业富口袋 文化富头脑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袁 媛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探索中药材种植精准扶贫

让地理劣势变种植优势
本报记者 张建军

兖矿集团选拔优秀

干部担任第一书记、扶贫

工作队员，负责帮扶山东

省菏泽市定陶区 3 个贫

困村。他们因村施策、因

人施策，以产业“富口

袋”，让文化“富头脑”，不

断提升贫困户的“造血”

能力和脱贫内生动力，驻

村近两年，帮助3个村的

贫困户全部实现脱贫

“感谢第一书记，没有你们的帮
助，我这个家早垮了……”1 月 9 日，
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黄店镇邵集村
贫困户李中兰紧紧握住前来走访的
兖矿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希勇的
手，一遍遍念叨着。李中兰先后遭遇
丧夫、丧子、儿媳改嫁的家庭变故，个
人也长年患病，独自带着3个孙子孙
女生活，曾是村里最困难的贫困户。
兖矿集团包村帮扶后，她家的生活有
了变化。

2017 年 2 月，兖矿集团选拔优
秀干部担任第三轮山东省派第一书
记、扶贫工作队员，负责帮包贫困人
口超过 9000 人的定陶区黄店镇西
台集、陈楼、邵集 3 个村。他们因村
施策、因人施策，不断提升贫困户的

“造血”能力。

抓党建促脱贫

驻村近两年，兖矿第一书记们感
触最深的一点是，强党建是打赢脱贫
攻坚战、促进乡村振兴的最大抓手。

马洪利刚到挂职的邵集村时就
发现，村里党员队伍的平均年龄在
65岁以上，村支书双腿截肢、行动不
便，村“两委”班子其他成员有的种大
棚、有的开饭店……村里支部建设十
分薄弱，凝聚力和向心力不强。

为此，兖矿集团党委主要领导多
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扶贫工作对
策：以党建促扶贫，以扶贫强党建，重
新焕发基层组织活力，让党旗在脱贫
攻坚一线飘扬。他们指导第一书记
从建章立制入手，健全“三会一课”、
组织生活会等制度，捐赠电脑、投影
仪、电视等党建电教设备，运用“灯塔
在线”“为村”等网络平台帮助支部提
高政治理论教育水平；指导建设村党
建活动阵地 12 处，发动党员与贫困

户“一对一”结对帮扶等。同时，推动
村务公开和财务公开，以公开促公
正，凝聚起党心民心。

如今，兖矿第一书记帮包村党支
部工作已成为属地党委党建示范
点。西台集村“五型党支部”、陈楼村

“九宫格”、邵集村“双培养”等党建工
作品牌成效突出。他们创建的“户脱
贫、村增收、镇发展、区振兴”国有企
业“党建+四度四阶”帮扶模式也见
到实效。

强产业促增收

陈楼村村民陈洪亮的葡萄成为
“网红”。借助“新新兖矿”网络平台
现场直播，去年，他的葡萄园除了一
天创出销售 1 万多斤的纪录外，5 家
采购商当天还与他达成了 8 万斤的
购货意向。“多亏兖矿第一书记王占
栋让俺搭上了网络快车！”陈洪亮说。

2014年，陈洪亮回乡创业，种了

100亩优质、无公害葡萄。可销路始
终 打 不 开 ，不 少 葡 萄 烂 在 地 里 。
2017年，王占栋到陈楼村挂职，他认
为，要让葡萄不愁卖，还得借助互联
网。王占栋的想法得到兖矿集团新
闻中心主任张伟的支持，并特地为他
们策划了兖矿“‘第一书记’喊你来吃
葡萄”的线上线下活动，葡萄一下子
打开了销路。

眼下，陈洪亮又牵头成立了绿鲁
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合作社+基
地+贫困户”的运行模式效果开始显
现，50 多名留守妇女和贫困户在合
作社打工，每月 1500 元左右的工资
让他们的小日子好过了很多。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两年
时间，兖矿帮包的 3 个村培养 30 名
致富带头人，组建西红柿、葡萄、蟠桃
3 个村级合作社，兴办针织项目、服
装加工、水泥预制件 3 个扶贫车间，
种植经济果林 460 亩，以“农产品+
互联网”实现增收创效。西台集村引

入 20 兆瓦光伏大棚项目，年均发电
量3807万千瓦时。村民除每亩获得
土地租金 1200 元，还可以 300 元每
亩价格返租棚下土地，套种白菊花等
中草药，亩产年增收 1.6 万元。他们
还积极融入地方经济建设，集中省专
项扶贫项目资金320万元，投资玫瑰
种植、蔬菜育苗和文旅项目，助推形
成了“一红一绿”两大产业。现在，每
个村集体收入都达到 10 万元以上，
所有贫困户全部实现脱贫。

送文化增动力

西台集村第一书记王庆波曾感
慨这里的文化生活单调：早上听鸡
叫、白天听鸟叫、晚上听狗叫。基于
此，兖矿集团给第一书记定下一项重
要任务：补齐文化阵地场所短板，巧
借文化之力拔思想“穷根”，增强贫困
村的造血功能和内生动力。

2018 年 6 月 13 日，一辆满载书
籍的货车将饱含兖矿集团职工爱心
的“精神食粮”送达陈楼村综合服务
中心新建成的阅览室。村民和孩子
们看到这么多图书送来，脸上露出开
心的笑容。当月 28 日晚，西台集村
委大院座无虚席，一场主题为“优良
家风代代传”的文艺晚会上演，不仅
丰富了村民的文化生活，也让他们在
舞台上找到文化自信。

“对于脱贫攻坚而言，文化的力
量并不足以立竿见影。但文化可以
让群众产生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而
成为脱贫攻坚的最强动力。”兖矿集
团党委副书记岳宝德表示。下一步，
他们将按照“文化+旅游+扶贫”的思
路，积极打造优质的乡村旅游产业项
目，探索出一条以发展乡村文化旅游
产业带领农民脱贫致富的精准扶贫
之路。

驻村第一书记王占栋（中）组织村民通过制作地方特色产品粉皮增收。 赵孝堂摄（中经视觉）

驻村第一书记马洪利（右二）组织村民发展针织产业。赵孝堂摄（中经视觉）

走在海拔3100多米的国家级贫
困县（区）云南昆明市东川区舍块乡
云坪村，只见连片的红土地上，塑料
薄膜覆盖着的一行行田垄依稀透着
绿色。

“那是在康美药业指导下种植的
当归，这可是我们脱贫的宝贝！”农户
扬仲高说。

“劣势同时也是优势。公司调研
发现，云坪村独特的地理和气候条件，
适合发展高山药材种植。”康美药业

（昆明）种质资源有限公司总经理严新
说，康美药业与东川区政府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以中药材种植产业帮扶建
档立卡贫困户脱贫。目前，东川区舍
块乡 719 户贫困户全部与康美药业

（昆明）种质资源有限公司签订《产业
发展资金入股合作协议》，村民拥有

《股权证书》，不论公司盈亏，每年都可
按扶贫资金投入的10%拿到分红，还
可就近在药材种质基地打工。

2018 年以来，公司又在坪子村
种植药材面积达580亩，冬季来临之
前，这里的丹参、黄芩、黄精、天门冬

等中药材迎来了第一个丰收年。
2018年3月份，康美药业开始在

甘肃省和政县实施“银和康”千亩中
药材产业扶贫项目。“康美药业的工
作人员不仅送来了种子种苗，还送来
了种植技术，让贫困群众得到了实实
在在的实惠。”和政县买家集镇石咀
村党支部书记杨希华说。

为探索扶贫长效机制，稳定农户
的长期收益，康美药业积极探索“企
业+合作社+农户+基层党组织”的产
业精准扶贫模式，对贫困户进行规范
化、标准化种植管理技术培训，并为
当地加工产业提供加工技术、宣传、
销售等帮扶。

通过建立中药材种植示范基地，
康美药业带动贫困户获得土地流转
增收、固定分红保收、业务工创收 3
项收入。严新为记者算了一笔账，出
租土地每亩每年租金 300 元至 500
元；村民到基地务工，每月收入可达
3000元；扶贫资金作为股金的分红，
无论公司盈亏，每年最少保证每户
300 元。严新说：“这些都是有保障

的长期稳定收入。”
康美药业承担了云南省禄劝县、

东川区，甘肃省临洮县、和政县，广东
省紫金县、信宜市、云浮市、惠来县等
国家级、省级贫困县的精准扶贫工
作。为此，近 2 年来，康美药业在云
南、贵州、吉林等多地加速布局中药
材规范化种植，种植面积近50万亩。

据不完全统计，康美药业在云南
昆明、普洱、文山、丽江等地的中药材
种植基地已惠及贫困户超过 5000
户，在吉林、辽宁等实施的人参种植
产 业 精 准 扶 贫 ，已 实 现 土 地 流 转
6300户，拥有超过4万亩的人参种植
基地，带动 4 万多农民从事人参种
植，年人均增收3万元。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马兴田告诉记者，康美药业构建了
产业链利益均衡体，强调整个产业
链协调发展。“康美药业通过中药材
种植有效带动贫困户实现稳定脱
贫、长期收益，真正体现了产业扶贫
的‘造血’功能。”甘肃省临洮县委书
记石琳说。

《中药材产业扶贫行动

计划（2017—2020 年）》提

出，在贫困地区实施中药材

产业扶贫行动。康美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依托多年积

累的中医药全产业链优势，

积极践行精准扶贫战略，在

全国各地布局中药资源种

植项目，走出一条可复制、

可推广、可持续的产业精准

扶贫之路

江西省丰城市由村“两委”牵头，第一书记、帮扶工作队、村民理事会共

同开展的“五星”创评活动。以“遵纪守法、勤劳脱贫、家风家教、环境卫生、

热心公益”为主要内容，贫困户可以用积分到附近“爱心超市”兑换生活物

品。截至目前，丰城市集镇集中开设和农村分散设置“爱心超市”超过 60

家。图为桥东镇朱坊村贫困户在“爱心超市”内兑换生活物品。

聂军洪摄（中经视觉）

全面落实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

陕西2018年逾百万人口脱贫
本报讯 记者雷婷报道：2018

年，陕西省全面落实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方略，推动脱贫攻坚取得决
定性进展，全省有 104.5 万人实现
脱贫，贫困发生率下降到 3.2%左
右，23个贫困县各项指标均达到退
出标准，有望摘帽。

2018年，陕西聚焦深度贫困地
区，在11个深度贫困县投入中央和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15.93亿元，
较上年增长 50%；增派扶贫干部
1622人，持续配强攻坚力量；增加公
益专岗、生态护林员等就业岗位，带
动帮扶8075名贫困人口就业。

聚焦革命老区，2018 年，陕西
累计投入中央和省级财政专项扶
贫 资 金 53.75 亿 元 ，较 上 年 增 长
27.85%，使13个老区（县）有望脱贫
摘帽；围绕特殊困难群体，陕西组
织卫生健康、残联、民政等部门开
展帮扶行动，全省累计救治特困人
口51.32万人次。

同时，陕西开展基础设施补短
板行动。2018年，全省新改建公路
3957公里，整治通村公路“油返砂”
7624.6 公里，实现贫困地区建制村
公路 100%硬化；解决了94.38万人
安全饮水问题；所有贫困村实现了
通动力电和生活用电，电力入户率
达到 100%；实现全省贫困村光纤

全覆盖，使未通 4G 网络的贫困村
数减少到66个。

2018年，陕西全力巩固大扶贫
格局。中央35个部委单位定点帮扶
陕西 50 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
县，选派中央定点扶贫单位挂职干
部75人，直接投入帮扶资金2.77亿
元，引进资金 5.07 亿元。实施“3+
X”帮扶体系，全省 9 个国企共对接
项目124个，完成投资91亿元，带动
贫困户1.9万户，实现就业1.6万人；
校地结对“双百工程”建成产学研示
范基地和落地实体项目90个，培训
培养骨干教师、医生、护士、农技人
员和新型农民等4万多人；优质医疗
资源下沉，实现对贫困县医疗机构
结对帮扶全覆盖，使贫困人口县域
内就诊率达85%以上。

深入开展“万企帮万村”精准
扶贫行动，陕西省去年6646家民营
企业帮扶7621个贫困村，实施项目
1.5 万个，涉及贫困人口 83.47 万
人。42 家省级社会组织帮扶贫困
人 口 107.5 万 人 ，投 入 帮 扶 资 金
1.88亿元；省内7983家其他社会组
织参与扶贫，投入扶贫资金 35 亿
元，帮扶贫困户46万户。全面推广
运用中国社会扶贫网，实现全省注
册量 499.69万人，满足对接贫困需
求28.13万个，成功率达86.86%。

“爱心超市”温暖贫困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