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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栗出深山
上海均瑶集团帮扶贵州望谟县纪实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治国

“望谟是个好地方，板栗甜来芭
蕉香。”这是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
族自治州望谟县的一句谚语。记者
日前在望谟县洛郎村采访时发现，
这里不仅板栗树成片，而且经由上
海均瑶集团扶持，已经形成了从田
头到餐桌的完整板栗扶贫产业链。
而且，小小的板栗还“搭乘”上均瑶
集团旗下的吉祥航空，作为航空食
品受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乘机旅客的
欢迎。可以说，板栗已经成为望谟
百姓脱贫致富的“金果果”。

上海均瑶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陈理表示，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洛
郎村已经初步建成了万亩高产板栗
示范园，“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利
益连接机制已经发挥作用，该村136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户均增收约 1.7
万元，贫困发生率已由 2017 年的
16.3%下降到 2.7%，整村脱贫指日
可待。

农户看到脱贫希望

5月底，记者来到贵州望谟县洛
郎村的万亩板栗高产示范园，满山满
岭的板栗林映入眼帘。

洛郎村位于望谟县南部，从上世
纪 90 年代开始，就有村民在自家责
任田或荒地移栽野生板栗。由于缺
乏专业栽种技术，而且都是零星种
植，不成规模，属于粗放管理，基本上
都是广种薄收，能够为村民带来的经
济效益非常有限。

“2008 年开始，我陆续种了近
20 亩板栗，第一批种下的板栗到
2013 年开始挂果，挂了果就意味着
有一定的收入了。”洛郎村党支部书
记杨昌宏说，因为种植板栗，他不仅
实现了增收，还被村民们选为村党支
部书记，希望他能带领大家一起种植
板栗增收。

在杨昌宏的带动下，不少外出务
工的村民开始返乡种板栗，黄巢就是
其中一个。

如今已经是板栗园技术管理员
的黄巢，曾经在云南丽江做过调酒

师。“2014 年，我知道村里发展板栗
种植，就回来种板栗，现在已经种了
100多亩，挂果的有 30亩，去年收入
5 万元。”黄巢说，2016 年，村里成立
了板栗合作社，县里的专家定期到村
里进行技术指导，全村的板栗挂果才
多了起来，而且质量有了保障。“我自
己学了种植技术，在板栗园带着其他
农户一起种，每个月还能拿到均瑶集
团发放的3500元工资。我还想多种
一些板栗，过几年预计每年收入不低
于15万元。”

虽然目前黄巢只是板栗园的普
通技术管理员，但他有着自己的梦
想：“我希望洛郎的板栗能做成品牌，
让我们这里的贫困户真正看到脱贫
的希望。有了脱贫的希望，他们自然
就愿意跟着干。”

贫困户看到了脱贫的希望，有
了种植的热情，如何才能让这“希望
之光”真正落到实处呢？如何能够
保证贫困户的板栗收入不会因市场
的波动而遭受损失呢？陈理说：“我
们扶持了当地的食品企业，由企业
负责托底收购种植户的板栗。这是
我们进行产业扶贫的一个核心环
节。”

多措并举促产业发展

杨昌宏告诉记者，村民们之所以
愿意踏踏实实种板栗，不担心销售问
题，就是因为贵州光秀生态食品有限
责任公司会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来
收购农户的板栗。

2017 年 9 月 15 日，对“洛郎板
栗”来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这一天，贵州光秀生态食品有限责任
公司生产的“哆吉栗”板栗签约均瑶
集团旗下的吉祥航空公司，成为航空
食品。小板栗“飞”上蓝天，这是“洛
郎板栗”成为当地脱贫致富主渠道的
一个新开始。

陈理告诉记者：“我们与光秀公
司合作，在产业实施上，实行统一规
划、统一种苗、统一管理、统一技术、
统一销售和分户种植‘五统一分’模
式，吸引了农户积极参与；在产品销
售上，让村合作社与光秀公司签订了
保底价收购协议，保障了板栗价格的
稳定；贫困户还可以通过‘特惠贷’入
股，每年都能参与分红。受益于种种
惠民政策的落地，洛郎村的板栗种植

规模越来越大，村民种植板栗的积极
性越来越高。”

“光秀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2 月
份，是一家集收购、储存、加工及销售
于一体的原生态板栗深加工企业。”
公司创始人曾光秀告诉记者，现在公
司拥有近 1 万平方米的无菌生产厂
房和4条全自动进口包装生产线，每
年可精深加工板栗1万吨，同时拥有
6个1.5万立方米的进口冷库和两个
600立方米的速冻库。

群众收入的增加，靠的是板栗能
够卖出好价钱。“公司成立那年，望谟
市场上的板栗有卖一块钱一斤的，也
有卖8毛钱一斤的，农户连劳动成本
都收不回来。”光秀公司行政主管张海
霞说，为了保障广大农户的利益，当加
工车间建成投产后，公司便开始与洛
郎合作社以及农户签订保底价协议，
以保底价收购板栗。在推出2.5元/斤
的保底价后，随着时间的推移，2017
年，望谟板栗的均价已达到3.5元/斤
左右，极大地提高了农户种植板栗的
积极性。在均瑶集团帮扶之前，光秀
公司年销售额为900万元，因为板栗
成了航空食品，有了搭乘飞机的旅客
的“推广”，去年仅线上零售就增加了
1400 万元，总销售额达到 5300 万
元。截至目前，光秀公司已带动望谟
全县5600余户村民发展板栗产业。

“客户都说望谟板栗好，香甜软
糯。”曾光秀说，“在均瑶集团帮助下，
我们要坚持走绿色、健康之路，全力
打造国内生态板栗营养食品业的龙
头企业。”

通过规模化发展，“洛郎板栗”产
业实现了示范、基地二级转型，不断从
传统品种向优质精品升级，从分散生
产向集约经营升级。农民增收和农产
品打开市场的背后是均瑶集团“产业
链扶贫”模式的成功。如今，小小板栗
借助吉祥航空以及电子商务已经走出
大山，成为望谟百姓脱贫致富的希
望所在。陈理说，未来均瑶集团将加
大“一户一本，一人一页”精准扶贫力
度，将精准扶贫的“洛郎样本”复制到
整个望谟县，助更多的当地贫困群众
脱贫奔小康。

贵州省黔西南州望谟县洛郎村村民黄巢在板栗园查看板栗树生长情况。 本报记者 李治国摄

从养猪转行到养竹鼠，江西省乐
安县大马头乡召尾村的养殖户刘忠
春没想到竹鼠养殖风险这么大。

刘忠春的竹鼠养殖基地在召
尾村后的一个山谷里。两年前，这
里还是刘忠春年出栏四五千头生
猪的养殖场。2017 年 9 月份，刘忠
春卖掉了最后一批猪，转行养起了
生态环保、经济价值更高的竹鼠。
两年过去了，这个绿树掩映的狭长
山 谷 ，已 经 看 不 出 一 点 养 猪 的 痕
迹。一间间猪舍，已被刘忠春改造
成很多个 1 米见方的竹鼠养殖“格
子”。

“刚开始想法很简单，以为我们
这里的山上就有野生的竹鼠，应该特

别好饲养。”刘忠春说，但是，几个月
后，引进的120对成年竹鼠在一夜之
间死了 30 多只，“经济损失近 2 万
元。”

此后，刘忠春不敢再大意，一边
虚心学习养殖技术，一边摸索养殖
技巧，精心呵护照料竹鼠。召尾村
村民看到刘忠春在发展产业上有想
法、能吃苦，2018 年上半年，当地 28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每户出资 4000
元，又筹集产业发展资金 11.2万元，
与刘忠春、刘顺春等人组建了中成
养殖专业合作社，入股参与竹鼠养
殖。“这些资金用于购买种鼠，全部
由我代养代销，每户贫困户每年分
红 500 元，3 年后退还股金。”就这

样，刘忠春成为引领 28 户贫困户增
收的“领头雁”。

“竹鼠冬怕冷，夏怕热，还容易患
胃肠炎，如果养殖失败，贫困户入股
资金会受损失。”面对竹鼠养殖风险，
刘忠春感到压力很大。

乐安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
点县。近几年，定点扶贫该县的中国
人保财险集团公司结合当地实际，创
新金融扶贫举措，先后推出了深度贫
困村综合扶贫保险、“政融保”“保
险+期货”等项目和产品。得知刘忠
春的烦恼后，中国人保财险集团公司
派专人进行调研。经过多方努力，去
年 7 月 31 日，全国首创的“竹鼠保
险”——商业性竹鼠养殖保险（乐安

县扶贫专用）落户刘忠春的中成养殖
专业合作社，基地的700多只竹鼠都
有了“保险”。

“每只保费 12 元，花钱不多，有
保险作保障，我带领贫困群众增收的
信心更足了。”刘忠春说。

但意外还是发生了。2018 年 9
月20日中午，刘忠春去喂食，一进栏
舍，一股闷热、潮湿的空气迎面扑
来。刘忠春逐一检查栏舍，经清点，
死亡的竹鼠达60多只。

“与保险公司联系后，查勘员
很快赶到了现场，不到半个月，理
赔的钱就到账了。”刘忠春告诉记
者，自投保后的近一年时间里，养
殖基地共发生了 4 次竹鼠死亡事
件。“只要打个电话过去，理赔手续
很快就能办好，不仅为我们挽回损
失 ，而 且 程 序 也 很 方 便 。”刘 忠
春说。

眼下，一年的保险合同快到期
了 ，合 作 社 的 竹 鼠 存 栏 量 达 到 了
2000 余只，他还引进了一批豪猪进
行试养。刘忠春说：“今年还要给竹
鼠进行续保，如果有可能，也给豪猪
上一份保险。”

竹鼠养殖遇“险”记
本报记者 赖永峰 通讯员 曾文才

上海均瑶集团帮助

贵州省望谟县洛郎村打

造板栗产业链，建立起

“公司+合作社+农户”的

利益连接机制，并通过均

瑶集团旗下航空公司以

及电子商务，助望谟板栗

走出大山，成为贫困群众

脱贫致富的有力支撑。

未来，均瑶集团将把这一

精准扶贫模式复制到整

个望谟县，让更多贫困群

众脱贫奔小康

上海均瑶集团为望谟县洛郎村板栗种植示范户授牌。

本报记者 李治国摄

早晨 7 点，山沟里的柴木沟村
便热闹起来。外来的商贩和本地的
村民，在村部门前的小路上集合成
市。这个摆在村部门口的“扶贫大
集 ”，解 决 了 山 沟 里 村 民 卖 货 的
难题。

柴木沟村位于辽宁省建昌县魏
家岭乡西北部，2000多名村民散居
在山麓河谷之中，地理位置偏僻，交
通闭塞，很大程度限制了村民的致
富出路。村民吃够了“路不通”的
苦：同样是玉米，粮贩来村里收购价
会比山外低一毛钱；山里野生榛子、
松树蘑、榛蘑、杏仁等，都不为外界
所知；村民日常生活所需的油盐酱
醋等生活必需品，要费时费力走出
大山购买。

柴木沟，九道沟，就像道道栅栏
横亘在村子与城市之间。等待修
路，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完成的事。
能不能把买卖串起来，定期开大篷
车把商贩拉进山沟？去年底，辽宁
省葫芦岛市扶贫干部经过两个多月
的调研和广泛宣传，柴木沟“扶贫大

集”正式开集。“初衷就是让老百姓
能把山货就近换成钱，同时又能就
近买到油盐酱醋等生活用品。”柴木
沟村党支部书记赵文举说。

村民兰海霞很快尝到了“扶贫
大集”的甜头。家里20多只母鸡产
蛋，过去半个月去乡集卖一次，现在
在家门口就能把鸡蛋卖出去了。

市场一角，70多岁的刘大娘守
着一小堆地瓜苗。“咋卖？”“一捆一
百棵，10 元钱。”“我来 4 捆，便宜
点？”“你说多少钱？”“30 元！”一番
讨价还价后，刘大娘爽快地付货收
钱。

在魏家岭乡扶贫办副主任王魁
源看来，“扶贫大集”不只是买货卖
货，而是通过物品交换解放村民思
想，让他们形成市场意识，激发内生
动力。王魁源介绍，村集体建立的
榛子园项目，今年拟扩大规模至
200亩。几位榛子种植大户也想借
机扩大自家规模，成立合作社合力
打造榛子品牌。“肯干就有好日子。”
村民李春莲信心满满地说。

扶贫大集进山沟
本报记者 孙潜彤 通讯员 贡雪梅

田间野草变致富“金草”

本报记者 王 伟 通讯员 李卫东

河南省鹿邑县杨虎头村村民在采摘蒲公英。 秦昆昆摄（中经视觉）

走进河南省鹿邑县杨虎头村，
只见贫困户田子义正忙着采摘蒲
公英花。蒲公英花的采摘需要掌
握时间，以花开第二三天为最佳。
田子义家一共种植了两亩蒲公英，
虽然面积不大，但一年的纯收入可
以达到 1 万元左右，比以往种小
麦、玉米强多了。田子义说：“以前
种小麦、玉米，这两亩地收成好时，
一年也就打 4000 斤粮食。现在把
蒲公英卖了再去买小麦，能买上万
斤。我把手头这茬花收完晒干后，
直 接 拉 到 收 购 站 等 着 结 钱 就 行
了。”

蒲公英很常见、很普通。但在
杨虎头村，却成了脱贫致富的希
望之花。人们把之前种植小麦、
玉米等农作物的田地腾出来，专
门种植蒲公英，收入比之前翻了
好几番。

田子义所说的收购站，是当地
一家专门经营中药材的广进缘公
司。正是这家公司，开启了杨虎头
村的蒲公英种植之路。

2014年，到鹿邑收购中药材的
王潘潘偶然发现，杨湖口镇的土质
松软，非常适合种植中药材蒲公
英。于是，他便率先流转了50亩地
种植蒲公英，第一年便获得了良好
的收益。附近的村民看见种植蒲公
英的经济效益，便向王潘潘讨要种
子。王潘潘不仅将种子提供给大
家，还免费将种植技术传授给附近
的年轻人，并成立公司对回收蒲公
英做深加工。这样，通过农民种、公
司收、电商销售，把耕、种、管、收、销
环节打通，把优质农产品变成商品，
促进了农民增收。

在杨湖口镇，像田子义一样得
益于蒲公英种植的贫困户还有不

少。贫困户田广信患有气管炎。看
到推广种植蒲公英，他尝试着在自
家责任田种了两亩。有了这两亩蒲
公英的收入，去年，他就脱了贫。今
年田广信不仅自己种植蒲公英，还
把多余的土地流转出去，每亩地一
年租金就有1000元。

贫困户李心国身体不好，一直
想在家门口找份工作，广进缘公司
进驻杨湖口镇后，老李通过驻村扶
贫工作队队员介绍，在广进缘公司
务工，一干就是两年，月收入 2000
元以上。现在，不仅在家门口就业
的愿望实现了，藏在老李心头多年
的脱贫梦也实现了。

近年来，鹿邑县杨湖口镇积极
引导群众发展蒲公英种植，杨湖口
镇党委书记李耀坤说：“我们镇先后
在杨虎头、吴小庙等十几个村发展
蒲公英产业，有效带动贫困户30余
户，种植面积达 5000 余亩，每亩收
益可达 1.3 万余元，纯利润 4000 元
至 6000 元。今年镇里蒲公英种植
加工产业综合收入预计可达 2000
万元。”

“近几年，鹿邑县围绕特色产
业，建立产业支撑体系，密切贫困户
和带贫企业利益联结机制，已建成
高标准粮田 82 万亩，流转土地 35
万亩，培育农业龙头企业 18 家、专
业合作社2455个、特色农业生产基
地 80 家，已形成杨湖口镇的蒲公
英、高集乡的楸树、宋河镇的小辣
椒、生铁冢镇的中药材、穆店乡的金
丝皇菊、马铺镇的花卉苗木等特色
种植产业。以发展产业激发贫困户
内生脱贫动力，变‘输血’为‘造血’，
扩大群众稳定增收渠道，带动贫困
群众脱贫致富。”鹿邑县委书记梁建
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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