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久前，上海沪江网“互加计
划”作为互联网教育扶贫获奖项目
入选《中国企业精准扶贫50佳案例

（2018）》。沪江教育科技（上海）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创 始 人 、董 事 长 兼
CEO、“互加计划”发起人伏彩瑞告
诉记者：“设立‘互加计划’的目的是
帮助对教育有需求的人，帮助学生
获取知识、老师有所提高，通过可持
续的帮助，提高和塑造个人能力。”

“互加计划”是沪江网于 2015
年10月份发起的教育公益项目，试
图为农村小规模学校（100人以下）
开齐开足课程探索出一条低成本、
大规模、可复制、可持续的路径。

据统计，2017年全国农村小规
模学校有 10.7万所，占农村小学与
教学点总数的 44.4%；农村小学寄
宿生有 934.6 万人，占农村小学生
总数的 14.1%。这些学校地处偏
远，交通不便，长期以来存在缺师
资、缺课程、缺资源等问题，教育质
量难以保证。通过传统支教等方
式，虽然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学
校面临的问题，但是对于数量庞大、
分布在各个偏远地区的乡村学校来
说，这些帮助显然难以满足需求。

为此，沪江网力图通过互联网
把优质教育资源输送到乡村学校，
打通教育扶贫和农村教育质量提高
的“最后一公里”。

2016 年 3 月 7 日，“互加计划”
美丽乡村第一张共享大课表在四川
广元利州区微校联盟启动。从此，
乡村学校的课程表上不再只是单调
的语文、数学课，来自全国各地教育

部门、公益部门、教育机构的音乐、
美术、科学、阅读、英语、手工等 10
多门核心素养课程纷至沓来，每周
多达50多节的网络公益课程，足以
满足各地村小的教学需求。

2016 年 10 月 29 日，中央网信
办在江西赣州宁都县召开“全国网
络扶贫工作现场推进会”，“互加计
划”与宁都县教育局签订网络扶智
工作意向协议。作为中央网信办推
出的首批“互联网+教育精准扶贫”
试点地区，宁都全县所有乡镇小学
都参与“美丽乡村网络公益课程”，
每周7000名乡村学生从中受益。

2018 年 4 月份，在中国证监会
办公厅扶贫办指导下，“互加计划”
在深交所对口扶贫的新疆喀什麦盖
提县启动“南疆国语双师课堂”；
2018 年 9 月份，麦盖提县教育局启
动“绿洲课堂”，利用本地优秀教师资
源实现全县网络优质课程共享，成为
南疆第一个网络名师共享课堂。

2018 年 9 月份，在上交所公益
基金会支持下，“互加计划”与上海
援疆指挥部对口支援的喀什 4 县

（莎车、叶城、巴楚、泽普）同步开通
“小胡杨课堂”，连接全国名师资源
为上海援疆4县的一二年级学生开
设丰富多彩的网络直播课程。

几年来，“互加计划”在全国遍
地开花，成为乡村孩子们学习知识
和了解外面世界的重要窗口。越来
越多的教育部门、教师加入其中，搭
建起低成本、高互动的网络公益课
堂，让百万村小的孩子上起了高质
量的直播课。

村童上起网络直播课
本报记者 李治国

永胜县位于云南省西北部，是一
个40万人口的传统农业大县。由于
多种原因，永胜至今仍属欠发达地
区，是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滇西
边境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云南省限制
开发区和生态脆弱贫困县。全县有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1.5万多户 6.1万
多人，2014 年至 2018 年，累计脱贫
1.1万多户4.7万多人，贫困发生率从
18.02%下降到 4.25%。按计划，今
年全县将可实现脱贫摘帽。

核心：把握产业发展

“致贫原因是多方面的，需找准
原因，本着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制定
帮扶方案，多措并举，因村因户因人
施策。”永胜县委副书记、财政部驻永
胜县定点扶贫工作队队长魏高明说。

为此，财政部驻云南永胜县定点
扶贫工作队员挂乡包村，按照“两不
愁、三保障”脱贫标准建立了一个贫
困户信息数据库，全面摸清底数，对
标对表，做到心中有数。

在永胜县看牦牛村的一个个大
棚里，羊肚菌已开始长出。“羊肚菌是
一种珍稀食用菌品种。看牦牛村海
拔高、气温低，特别适合种植反季羊
肚菌，一亩地大约可以收入上万元。
所以，我们拿出 30 亩地试种羊肚
菌。”松坪乡党委书记谭建美说。

“实现高质量、稳定脱贫，根本之
策在于产业。”魏高明说，工作队提出
采取“一批龙头企业带动、一批产业
示范村打造、一套扶持政策支持”等
工作措施，全面推进特色产业发展，
不断提高农副产业的规模化、产业
化、市场化、组织化、标准化水平，带
动贫困户稳定增收脱贫。

2018 年，永胜县通过招商和建
立战略合作关系，引进阿里巴巴、苏
宁电器、华润集团、国投集团、北大
荒等企业入驻永胜或建立合作。“比
如，与北大荒签订保底价的随行就
市订单发展红高粱产业，5 年内将
打造 10 万亩红高粱种植基地，并建
设一个高粱收储基地。今年已种植
4 万亩，覆盖 5476 户 1.9 万多人，其
中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户 2583 户 8824
人，着力解决金沙江沿江一线海拔
1800 米 以 下 没 有 产 业 支 撑 的 问
题。”魏高明说。

产业发展起来了，如何开拓市
场？永胜县积极实施“永胜山货上电
商”计划，拓宽现有线上线下的销售
渠道和平台，进驻大润发、兴业园、百
果园等，并与阿里巴巴、苏宁等电商
企业建立起长期战略合作关系，逐步
实现产地直销。

截至 2018 年底，全县共计投入
产业扶贫资金约 9.4 亿元，实施了花
椒、软籽石榴等特色林果业，烤烟、羊
肚菌、魔芋等特色种植业，肉牛、黑山
羊、乌骨鸡等特色养殖业。到今年一
季度末，全县 15 个乡镇投入产业扶
贫资金 1.2 亿元，涉及种植业 39 项、
养殖业8项、农业加工4项。

关键：抓住就业扶贫

位于永胜县涛源镇的服装加工
培训车间内，红星东村村民刘玲正在
学习工作服袖口的缝纫方法。她已
经在这里培训快2个月了，培训合格
后，她将作为工人进入服装工厂。

“以前我们在家种地，现在库区
移民搬迁了，政府免费为我们进行技
能培训，还帮助解决就业。”刘玲说。

为解决库区移民和贫困群众特
别是“直过民族”傈僳族群众的“就业

难”问题，涛源镇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引进陕西金鹿服装有限公司在金江
坪移民安置点建设总投资 3000 万
元的服饰加工厂，能安排 400 人就
业，每个就业岗位每月收入 2500 元
到4000元。

“我们还实施‘三员一工’输出计
划，即保安员、保洁员、护理员和其他
劳工输出计划。2018 年，工作队共
协调就业岗位 1000 多个，组织输出
4批143人务工，2019年一季度组织
8批74人务工。”魏高明说，为鼓励贫
困群众外出务工，工作队还积极协调
相关部门，加大转移就业补助力度。

同时，为了满足贫困群众在家门
口就业的需求，永胜县还推出了县内

“四员”就业扶贫计划，通过购买服务
的方式提供护路员、护河员、护林员、
保洁员等公益岗位。目前，已设立生
态护林员岗位 1925 个、护路员岗位
425个，护河员和农村保洁员岗位目
前正在设立中。

下啦嘛村居住着纳西族、傈僳
族、彝族 3 个少数民族群众，是一个
深度贫困村。“全村开展种植养殖业
培训 6 次，共培训 335 人，其中建档
立卡贫困户 296 人。通过转移劳动
力就业，让他们集体增加收入 72 万
元。”谭建美说。

保障：强化资金管理

近年来，我国持续多渠道强化扶
贫资金投入保障。2019年安排中央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1260.95亿元，连
续4年每年增加200亿元。教育、医
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的资金也
加大了向贫困地区倾斜力度。

扶贫资金是贫困群众的“救命
钱”，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永胜县
创新思路，加强顶层设计，做好扶贫
资金管理。具体做法包括：抓制度建
设，为扶贫资金管理使用“定规矩”；
抓项目建设，为扶贫资金管理使用

“定用途”；抓绩效管理，为扶贫资金
管理使用“定目标”等。

围绕“扶贫资金使用到哪里、制
度跟进到哪里，问题出现在哪里、制
度完善到哪里”的目标，永胜县全面
梳理扶贫资金管理存在的薄弱环节，
进一步健全覆盖扶贫资金使用各流
程、环节和层级的制度链条和制度体
系，推进扶贫资金制度“横向到边、纵
向到底”全覆盖，不留死角和盲区。

“2018 年共出台资金管理制度
10多个，包括整合、绩效、管理、报账
等方面，确保了财政扶贫资金管理的
制度化、规范化。”魏高明说。

工作队全方位参与到项目库建
设，2018 年实现了涉农资金实质性
整合，做到“应纳尽纳、应整尽整”，形
成“多个渠道引水、一个水池蓄水、一
个龙头放水”的资金池。

在绩效管理方面，永胜县率先在
全国进行了全口径扶贫项目资金绩效
目标的申报和审核工作，初步建立“花
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机制。2018
年，实现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全覆
盖。截至2018年底，永胜县扶贫动态
监控系统平台共接收上级资金184笔，
确认进度100%；录入扶贫项目绩效总
数74个，其中独立项目73个、打捆项
目1个，扶贫资金绩效填报100%，审核
比例100%。同时，以定期通报、定期
督导等方式，不断加快预算执行进度。
2016年以来，永胜县共投入扶贫资金
13.07 亿 元 ，综 合 结 转 结 余 率 为
2.12%，2018年结转结余率为2.44%。

因村因户因人施策
财政部定点帮扶云南省永胜县纪实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曾金华

自 2002 年启动新一轮

定点扶贫工作以来，财政部

积极响应党中央、国务院号

召，定点帮扶云南省永胜

县，找准致贫原因，多措并

举、精准施策，有力促进了

永胜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

展，加快了贫困群众脱贫致

富步伐

“把这满坡的野茶都采摘下来，
按照现在的收购行情，娃儿读大学的
费用不愁了。”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鹤峰县邬阳乡凤凰村村民
方国祥说，荒山的野茶以每公斤40元
到160元的价格走出深山，成了凤凰
村村民的又一增收产业。仅 4 月下
旬，凤凰村村民就卖出野茶鲜叶3000
余公斤，村民整体增收近12万元。

方国祥是凤凰村原建档立卡贫
困户，一家三口人，他和妻子身体都
不好，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又无其
他经济来源，孩子还在读书。过去，
全家仅靠种玉米过日子，收入很少，
日子过得紧巴巴的。“现在，只要管理
好这片野茶，每年的纯收入可以增加

1.5万多元。”
凤凰村位于邬阳乡西南部，平均

海拔1200米，境内层峦叠嶂，云雾缭

绕，气候宜人，是茶叶生长的绝佳之
地，种茶历史悠久。近些年，村里的
青壮年大多到外面务工，留在村里务

农的多为老年人，山里的茶树渐渐无
人管理。

为让凤凰村得天独厚的野茶资
源得到充分利用，驻村扶贫工作队与
村两委积极联系茶商进山收购茶叶
鲜叶，并引进茶叶加工企业，带领村
民共同开发管理野生茶资源，每年可
为村民增收近百万元以上。

“我家种了10多亩大蔸茶，施的
都是有机肥，不打农药，按今年的行
情，收入5万元不成问题。”在鹤峰县
五里乡寻梅村的生态大蔸茶茶园里，
脱贫户陈方兵告诉记者。

目前，鹤峰县茶叶种植面积达
39.5万亩，通过有机产品认证和有机
转换产品认证的茶园已达 8.5 万余
亩，其中达到欧盟有机标准的近万
亩。在茶产业发展中，通过“企业+
基地+农户”模式，已累计带动1.1万
余户贫困户脱贫。

未来，鹤峰县将结合品牌引领，
挖掘万里茶道非遗文化，建立鹤峰茶
文化体系，促进茶旅融合，加快推进
茶产业提档升级，让茶叶成为乡村振
兴的致富“黄金叶”。

湖北恩施

茶叶变成“黄金叶”
本报记者 刘 瑾

为解决库区移民和贫困群众的就业问题，云南省永胜县引进服装公司在金江坪移民安置点建设服饰加工厂，拥

有就业岗位400个。图为村民在工厂培训车间进行缝纫培训。 本报记者 曾金华摄

返贫责任险就是定心丸
本报记者 刘 兴 通讯员 平国旺 冯靖雯

土家族姑娘在

湖北省恩施州鹤峰

县走马木耳山茶园

唱着土家迎客歌，

欢迎来自世界各地

的茶商和游客。

黄 澄摄
（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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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年纪越来越大，说不定哪天
就干不动活儿没有收入了。现在政
府给我上了保险，让我没了后顾之
忧。”张永交是江西新余高新区马洪
办事处马洪村的贫困户，前几年在
政府的帮助下靠着做些零工成功脱
贫，但总是有些担心，担心自己身体
不好哪天没有劳动能力再度返贫。
现在，他终于放心了。

近年来，新余高新区在为当地
建档立卡贫困户送去一系列帮扶措
施的同时，筑牢新农合、大病保险、
疾病医疗商业补充保险、大病救助
4 道防线，贫困户看病吃药报销比
例高达90%以上。2018年底，当地
又推出“贫困对象返贫责任险”，贫
困群众自此有了第五道保障防线。

马洪办事处山南村贫困户廖兄
祥患有高血压等多种慢性病，在扶
贫干部的帮助下，廖兄祥的老伴吴
带女成了村里的清洁工，每月收入
800 多元，“清洁工是个长久活，在
家门口就能把钱挣了”。不过廖兄
祥还是担心会返贫：“我们年纪大

了，说不定有个什么意外情况就又成
了贫困户。‘贫困对象返贫责任险’对
我们来说就是个定心丸。”廖兄祥告
诉记者，脱贫后依然有政策帮扶，加
上这份保险，生活更有保障了。

新余高新区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919 户 2285 人。围绕脱贫攻坚难
点，确保已脱贫人口在今后的生产
生活中不返贫，政府兜底出资，为全
区 511 户 1389 名已脱贫人口购买
了“贫困对象返贫责任险”。目前，

“返贫保险”已在新余高新区实现全
覆盖。

“在保险期内，已经脱贫的贫困
户如果因自然灾害、大病、小孩就学
等原因返贫，保险公司将按合约赔
偿，每人每年最高赔付额 2 万元。”
新余高新区扶贫办主任习海平说，

“贫困对象返贫责任险”按照政府主
导、政企合作、贫困户受益的原则，
以每人每年20元的标准，由政府出
资为脱贫户购买。“为让返贫对象第
一时间获得救助补偿，保险公司开
通绿色理赔通道，确保及时赔付。”

永胜县东江村投资 741 万元发展肉牛养殖项目，以合作社经济模式，确

保贫困户多渠道增收、集体经济创收。 本报记者 曾金华摄

麦收时节，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农民把收获的小麦、玉米皮等秸秆晾

晒消毒后编制成秸秆工艺品销往国内外市场，既避免了秸秆焚烧造成的环

境污染，又增加了收入。当地有关部门因势利导，协调农商行资金扶持创

办草编合作社，通过网商、微博等渠道发布供求信息。目前，全县有10多个

专业村上万名农民从事农作物秸秆编制业，年出口秸秆工艺品100多万件

（套），消化农作物秸秆4000多万公斤。图为郯城县马头镇草编合作社社员

在搬运刚刚编好的出口秸秆工艺品。 房德华摄（中经视觉）

秸秆编出致富路

沪江公司将互联网技术运用到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中，

为促进贫困人群获得高质量的教育，从而防止贫困发生和阻

断贫困代际传递提供了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