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振兴14 2019年6月27日 星期四

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农业事
业部下属广东雷州MAP（现代农业
服务平台）技术服务中心的辣椒示
范园里，测土仪、风向标、智能配肥
机、无人机等一整套智能硬件开展
全方位监测，按需精准作业。辣椒
采摘后，将被制成辣椒酱销往美国
市场。

冬种辣椒的收购价格约为每公
斤 0.4 元，而这里生产的灯笼椒能
卖到每公斤 4 元。从测土、种植到
打开销路，中化集团积极探索农业
产业扶贫新路径，为当地农业提供
一条龙服务。

中化集团拥有完整的农业研
发、生产、营销和农化服务体系，具
备农业投入品（种子、农药、化肥）、
现代农业服务一体化运营产业优
势，服务网络遍布全国。基于此，中
化集团创造性提出了 MAP 模式，
以农业全产业链效率的提高和价值
提升，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瞄准制
约贫困地区农业产业发展的痛点，
满足农民“种出好品质、卖出好价
钱”的愿望，帮助农民脱贫致富。

2017年以来，中化集团分别在

内蒙古兴和县、阿鲁科尔沁旗和达
拉特旗等贫困地区投资 2284.5 万
元、2186.5 万元和 2273.5 万元，建
设 MAP 技术服务中心，服务种植
面积11万亩、17万亩和17万亩，为
当地带来的项目增加值分别达到
4360 万 元 、4290 万 元 和 4388 万
元。截至目前，中化集团已在全国
各省区农村建立 MAP 综合服务中
心 142个，服务管理耕地 256万亩，
服务规模种植户 2.1 万户，带动农
民增产增收超过 2.5 亿元，并在全
国 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中的 8个
县/区/旗开展农业产业扶贫。

通过 MAP 模式，中化集团推
广侧深施肥、无人机飞防、土壤改良
等科学种植方法，有效降低了农业
化学品投入，改善了土壤性质，提高
了农产品品质。

种出好产品，还要找到销售渠
道，促成消费扶贫产销对接。为此，
中化集团先后与中粮、中储粮、五粮
液、四川省粮油集团等32家企业开
展战略合作，累计帮助贫困地区销
售原粮 34 万吨，销售其他农产品
398万斤。

服务一体化 助农快增收

本报记者 黄 鑫

由于干部走访不到位，导致有的
贫困对象被漏评错评，帮扶措施落实
不力，部分群众内生动力不足，甚至
有的群众对扶贫工作存在误解。面
对脱贫攻坚中存在的问题，重庆市奉
节县从党委、政府和广大干部的工作
作风上找原因。2017年，奉节县委、
县政府做出了改革干部走访制度的
决定，推出一揽子改革举措。

常态走访，精准扶助

建立领导干部“带头走访”，帮扶
责任人“定期走访”，网格管理员“常
态走访”“三个走访”制度。通过干部
走访，奉节县将 5826 户 3 万多人漏
评的贫困户纳入帮扶范围，清理删除

“四类”人员2074户8203人，扶贫对
象更加精准。

在精准识别贫困人口的基础上，
依据不同贫困户的实际情况，制定针
对性帮扶措施。对8694户居住自然
条件特别恶劣的贫困户实施异地扶
贫搬迁，配套落实生产生活设施；对
3 万多户能通过产业致富的贫困群
众，实施“一户一业”，带动贫困户增
收；对 3.6 万多名有劳动能力、有就
业意愿的贫困人口，实施创业就业、
农村实用技术等加以培训；对 6292
户因病致贫群众，加大医疗救助、临
时救助、慈善救助等帮扶力度，并通
过低保等政策进行保障。

奉节五马镇弘扬村贫困户魏泽
兵的父母和妻子均患有疾病，两个大
女儿在上小学，小女儿 1 岁，魏泽兵
本人手指残疾。家庭的重担全部压
在魏泽兵肩上，让他一度丧失信心。
奉节县开展干部走访以来，多次向他
宣传扶贫政策。在帮扶单位的协助
下，去年，魏泽兵申请了金融扶贫小
额信贷 3 万元，购买了 8 头猪、2 头
牛，年底将 2 头牛卖掉，获得 1 万余
元收益。他还参加了县里组织的技
能培训，学习摩托车修理，并成功考

取4级电工职业资格证书，闲暇时流
动修车补贴家用。目前，魏泽兵的家
庭生活状况逐渐好转。

奉节县把扶志作为干部走访的
首要任务，帮扶干部对全县贫困户逐
个开展扶贫政策宣传、扶贫项目推
介、扶贫经验介绍等，鼓励贫困户振
奋精神、自立自强。县里开展 3000
多场脱贫攻坚动员会，通过“抓示范、
抓典型、树榜样、树模范”等方式，累
计挖掘知恩感恩、自力更生、勤劳致
富先进典型 124 人。截至 2018 年
底，奉节全县已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3.2万户12.37万人出列、135个扶贫
村出列、3500 余户贫困户主动申请
脱贫，贫困发生率降低至0.99%。

医生寻访，减轻负担

奉节县将农村医疗卫生领域改
革创新作为精准扶贫的重要内容，开
展三级“家医”巡访服务，即签约医生

定期问诊、乡镇医生集中义诊、村级
医生及时送诊，并建立贫困群众医疗
兜底制度，减轻贫困群众医疗负担。
去年，奉节全县332支家庭医生签约
巡访队伍开展巡访服务120万人次，
开展健康教育、健康体检、健康咨询
服务等活动 1.4 万场次，筛查出相应
病情的群众被纳入保障机制。全县
累计救助 3.79 万人次，救助后患者
平均自付比例为7.47%，大大降低了
因病致贫的风险。

教师家访，提振信心

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
教育，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也是
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据
统计，2017年初，奉节县累计有义务
教育辍学学生218人，其中因贫辍学
的近3/4。

奉节县将教育扶贫作为重要方
式，通过创新家访制度等家校共育机

制，及时发现和解决学生特别是贫困
学生的困难和诉求。对因贫辍学人
员，建立“三劝”制度：劝学生重拾学
习信心、劝家长放眼未来、劝社会给
予帮助。通过教师家访了解实际情
况，并将所掌握的情况及时汇总研
判，积极给予贫困学生帮助支持。

据统计，2017年以来，奉节县共
组织开展贫困学生关爱行动 5 万人
次，帮助贫困学生 2.5 万名，义务教
育入学率与巩固率逐年提高，2018
年底全县所有学校均实现“零辍学”，
同时教学质量得到提升，优生流失明
显减少。

农技随访，强化能力

2017 年以前，由于缺乏技术指
导，朱衣镇砚瓦村贫困群众田邦奎的
果树挂果量低且个头小，售价较低，
常年亏损。奉节开展“农技随访”以
来，县乡安排技术人员对他进行专业
指导，讲解果树修枝、生物防控病虫
害等知识，并组织其参加农技培训。
掌握了专业种植技术后，田邦奎的脐
橙挂果量增加了一倍、平均鲜果重量
增加了一倍。现在，田邦奎已经成为
朱衣镇砚瓦村脐橙种植的“土专家”，
时常帮助乡亲们进行果树修枝施肥、
防虫抗旱工作。

目前在奉节，像田邦奎这样的科
技示范主体共有 3000 余户。农技
随访开展以来，奉节县配置农技专职
人员 220 人，每名技术人员联系 10
户农技推广示范户，每户示范户带动
100 户农户，深入农业基地、田间地
头，帮助群众发展特色产业。

“四访工作法对提升基层治理水
平和政策透明度、增强群众对党和政
府的信任具有重要意义。”奉节县扶贫
办负责人说，“四访工作法”施行以来，
群众对干部的认可度、对公共事务的
参与度不断提高，赢得了群众广泛认
同和积极参与，干群关系更加融洽。

重庆奉节——

“四访”工作法效果好
本报记者 冉瑞成 通讯员 段雪梅

奉节县是重庆市14个

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之一，

贫困发生率高达 13.5%，是

脱贫攻坚中的“硬骨头”。

为助力精准扶贫取得实效，

奉节县创造性探索出以“干

部走访、教师家访、医生巡

访、农技随访”为主要内容

的“四访”工作法，2017年开

始全面推广，统筹党委政

府、学校、医院以及各类涉

农专家等资源，约2万名人

员下沉基层，成效明显

5月15日晚7点多，广西河池市
金城江区农业农村局的几名干部出
发前往六圩镇龙谷村对点帮扶贫困
户的家中夜访。

月上梢头，帮扶干部莫小广轻车
熟路地走进帮扶对象余志力的家。
这样的夜访他已经来了很多次。“一
般一个月来两次，有需要随时来。”莫
小广说。

针对贫困群众白天务工干活忙，
没 有 时 间 接 受 访 问 的 实 际 情 况 ，
2018 年 5月份，金城江区出台《帮扶
干部夜访制度》，组织帮扶干部采取
上门走访、议事约访、集中接访、跟踪
回访、召开座谈会等方式，每半月至

少夜访结对帮扶贫困户1次，通过夜
访向贫困群众宣传脱贫攻坚政策、听
取群众意见诉求、解答政策咨询、加
强感情联络、帮助贫困户解决实际
困难。

“白天贫困户往往在田里或者
山上忙农活，你即便找到他，也很难
把工作做实做深做细。所以，我们
鼓励干部利用晚上时间，到贫困户
家中，与贫困户拉拉家常，一起商议
脱贫大计。”金城江区委书记覃生贤
说。

“现在政府鼓励‘拆旧复垦’，在
6月底之前拆掉原来的旧房子，就能
得到 3 万元奖励补助。”莫小广向余
志力介绍着帮扶政策。

“把旧房子拆了还能得补助？那
太好了，到时我再种上沙糖橘，年底
脱贫就不愁了。”余志力说。

以前余志力在广东打工，直到去

年11月份才回来。因为妻子身有残
疾，他不得不把妻子和女儿带在身
边，一家人全靠他一个劳动力支撑。
去年，余志力生了一场大病，不能再
干体力活，一家人就此失去了经济
来源。

得知这些情况，莫小广多次打电
话动员余志力返乡，告诉他返乡贫困
户的孩子上幼儿园可以免保教费，贫
困户看病还可以报销 90%以上的医
疗费用。去年 11 月份，余志力带着
妻儿回到了龙谷村。从那时起，莫小
广便多次到他家夜访，帮他排忧解
难。通过夜访了解到的情况，莫小广
帮余志力申请了低保，还帮他争取到
村里保洁员的工作，每月有 1000 元
的工资。此外，还鼓励他发展沙糖橘
种植，帮他申请产业奖补。

“打算请机械还是人工拆旧房？
有什么困难就跟我们说，我们帮你想

办法解决问题。”莫小广告诉余志力。
“谢谢。每次夜访都给我带来好

消息。”余志力说。
另一队帮扶干部来到了龙谷村下

洞屯 51 岁的低保贫困户罗将佑家。
罗将佑是全村仅剩的一户稳固住房保
障不达标的贫困户。今年1月份，罗
将佑获得了危房改造补贴3万元，加
上自筹的2万元建起了新房。然而房
子没有厨房和卫生间，地板也没有铺，
还达不到验收标准。

“现在生活就靠种点甘蔗和打零
工，自己投工投劳来建房子就没有时
间出去打工了。”罗将佑说出了自己
的困难。

金城江区农业农村局局长覃树
抗表示，会想办法帮忙解决资金问
题，让他安心建好房子。

“夜访会牺牲扶贫干部们与家人
团聚的时间，但却密切了干部和群众
的联系，让扶贫工作更好地开展。”覃
树抗说。

在金城江区，干部和贫困户都纷
纷表示，夜访制度帮助他们解决了不
少问题。去年，在金城江区开展的一
次大督查中，2400 多户贫困户对精
准帮扶工作满意度达到 99.1%。今
年 4 月份，金城江区通过了对 2018
年的扶贫成果验收，正式获批脱贫

“摘帽”。

月上梢头夜访忙
本报记者 童 政

重庆市级深度贫困乡奉节县平安乡邀请本县“土专家”李长富为茨竹村蜂农及贫困户现场传授蜜蜂养殖技术。

何 燕摄（中经视觉）

民企巧作为 扶贫生力军

本报记者 刘 兴

一大早，江西鹰潭市方家村村
民徐莲银就换上工装，来到离家50
米远的江西梦娜袜业有限公司“扶
贫车间”，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在这
里不仅挣上了钱，还学到了技术。”
徐莲银说。

地处偏僻的方家村是省级贫困
村。徐莲银今年49岁，丈夫身有残
疾，孩子上学，是当地“民企帮村”众
多受益贫困户之一。

响应鹰潭高新区“民企帮村”精
准扶贫号召，2018 年 8 月份，江西
梦娜袜业有限公司在村里设立了

“扶贫车间”，徐莲银和其他15个村
民成为第一批工人。

鹰潭高新区是鹰潭工业发展的
“主战场”，集聚了一大批民营企
业。在打好脱贫攻坚战中，一批像
梦娜袜业这样的民营企业积极参与
到政府组织的“民企帮村”精准扶贫
行动中，成为当地脱贫攻坚的“生力
军”。

“扶危济困是民企的社会责任，
希望通过我们的帮扶，贫困户们能
找到就业岗位，贫困村能找到致富
产业。”江西梦娜袜业有限公司总经
理芦三好告诉记者，公司在鹰潭各
地共设立了25个“扶贫车间”，带动

320 余名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其中包括60多名贫困户。

在鹰潭高新区，越来越多的民
营企业按照“村企联姻”思路，以产
业扶贫、就业扶贫为主要帮扶模式，
投身到精准扶贫事业当中。企业家
们主动走出园区厂房，充分发挥自
身资金、技术、人才和市场优势，结
合贫困村、贫困户具体条件，帮助贫
困户实现脱贫梦。目前，全区有40
多家民企在鹰潭市 70 多个村开展
帮扶活动，带动1500余名贫困村民
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并通过自己
的努力走上了脱贫致富路。

“‘民企帮村’行动不仅给了贫
困户一份收入，而且点燃了他们的
就业创业热情，让他们重拾了生活
的信心。”鹰潭高新区扶贫办负责人
王辉和告诉记者。

上清镇桂洲村贫困户吴菊姩夫
妻俩都在村里的“扶贫车间”务工，
做包装的活儿。“年纪大了做不了重
活，以前找不到事做，脱贫没信心。”
62岁的吴菊姩说，袜子包装很适合
他们，“每人每月工资1300多元，日
子比以前好多了。”据了解，桂洲村

“扶贫车间”共安置了 15 名村民就
业，其中有7人来自贫困家庭。

重庆奉节县掀起医生巡防热潮，让村民享受到方便贴心的医疗服务，解

决乡镇村民“看病难”问题，把医疗扶贫政策落到实处。图为奉节县康坪乡

光辉村集中进行医生巡访诊治。 何 燕摄（中经视觉）

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百善镇桥头村，村干部在扶贫光伏发电站巡检。

桥头村利用村里的闲置废地修建起一座占地 1500平方米的村级扶贫光伏

发电站，自2016年12月建成并网发电以来，持续获取收益，年发电量约6万

千瓦时至7万千瓦时。村里按照4：6的比例每年进行折股量化，分给贫困户

和用于发展村集体经济、村级公共事业，为村子发展和贫困群众增收脱贫

提供了有力支撑。 周方玲摄（中经视觉）

闲置地变废为宝

在江西鹰潭高新区，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按照“村企联

姻”思路，以产业扶贫、就业扶贫为主要帮扶模式，充分发挥

自身资金、技术、人才、市场优势，投身到精准扶贫事业当中，

帮助广大贫困村、贫困户走上脱贫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