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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新疆南疆大地一派丰收
景象。

走进位于墨玉县喀尔赛镇的沙
漠绿果园农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明
亮的厂房里，工人们正在忙碌地生产
枣夹核桃。

“以前刮风沙的时候，躲在家里
干不了活。现在，风沙已经挡不住我
们上班挣钱过好日子了。”枯木西库
勒村村民阿依努尔·乃古比丁一边忙
着从破壳核桃里取出果仁，一边告诉
记者，以前，他们一家人靠 7 亩地生
活，仅够温饱。今年初，在沙漠绿果
园农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就业后，阿
依努尔·乃古比丁每月有 2500 多元
的固定收入。

紧邻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和田地
区是新疆脱贫攻坚任务最重的地区
之一。面对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
弱、贫困程度深的现状，当地因地制
宜发展特色农业产业，筑巢引凤培育
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产业规模效应
带 动 就 业 ，加 快 了 群 众 脱 贫 致 富
步伐。

就地加工吸纳村民就业

阿依努尔·乃古比丁所在的沙漠
绿果园农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由曾
在内地闯荡多年的当地村民麦麦提
敏·阿卜杜哈力克带头创建。去年，
在政府扶持下，合作社生产规模不断
扩大，还配建了幼儿园、食堂等，成为
辐射带动周边 4 个乡镇的特色农产
品加工企业。目前，年加工核桃、红
枣 1 万多吨，产品远销乌鲁木齐、上
海、哈尔滨等地。

沙漠绿果园农产品农民专业合
作社采取“园区+基地+专业合作社+
贫困户”模式，依托当地特色林果产
业打造产业园区，以保底价格优先收
购辖区种植户的农产品，优先聘用辖
区建档立卡贫困户就业，同时吸纳其
他群众就近就地就业。目前，已吸纳
1200名村民，其中贫困户780名，月
工资在1500元至4000元不等。

“用互联网不仅能提升产品销
路，还能培育本地电商人才，扩大就
业渠道。”麦麦提敏·阿卜杜哈力克告
诉记者，目前，合作社电商平台已建
设完成，正在加紧招聘员工。

“丝路鞋都”扩容用工岗位

通过筑巢引凤，加快劳动密集型
企业落户，让贫困户在家门口就业，
是和田地区实施脱贫攻坚的重要举
措。眼下，“做好一双鞋”正成为和田
地区培育壮大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新
亮点。当地按照“大中鞋厂向园区集
中、小型加工鞋企向乡村延伸、配套
产业向园区周围集聚”的发展思路，
出台土地、水电、厂房设施、劳动力培
训补贴等多项优惠政策，推动鞋产业
规模化、集约化、全产业链发展，着力
打造“丝路鞋都”。

在墨玉县锐新鞋业有限公司就
业的图孙古丽·买提尼亚孜告诉记
者：“在工厂上班后，有了稳定收入，
生活得到很大改善。而且，工厂离我
家很近，上班很方便。以后我要加倍
努力工作，提高技术水平，争取早点
摆脱贫困。”

按照“园中园”的发展格局，墨玉
县鞋业产业园分为产业发展区、配套
生活区、商业开发区，同步建成医院、
学校等服务设施，打造集生产基地、
研发基地、鞋材基地、仓储物流基地、
材料和成品贸易中心为一体的综合
性园区。目前，产业园已入驻企业 9
家 ，建 成 生 产 线 28 条 ，解 决 用 工

3000余人。
于田县按照“规模化、集约化、产

业化”的发展思路，建成温州鞋业产
业园、中心片区、加依片区、托格日尕
孜片区“一园三区”。目前，该产业园
入驻企业 8 家，成为集产品研发、生
产、销售与展示、仓储物流为一体的
综合性产业区。去年销售额突破
4500 万元；今年辐射带动多个乡镇
工厂发展，解决就业6000人。

随着纺织服装、鞋业制造、电子
组装等劳动密集型企业落地投产，和
田地区就业“蓄水池”不断扩容，越来
越多的昔日靠天吃饭的农民，变身为
有一技之长的产业工人，在家门口迎
来新生活。

目前，和田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
数量已经达到673家，建成卫星工厂
893 个，形成了县有龙头企业、乡有
规模企业、村有卫星工厂的产业结
构。建立农民合作组织达到 1113
个，带动就业 10.58 万人，其中贫困
人口就业4.71万人。

技能培训提高就业能力

在洛浦县高级技工学校的农牧
民技能培训基地，依明托乎提·依明
尼亚孜正在设施农业培训教室为草
莓幼苗喷水，他已经在这里学习快 3

个月了。“培训结束后我打算承包几
座大棚种草莓，争取早日脱贫致富。”
依明托乎提说。

据介绍，洛浦县高级技工学校已
经培训农牧民 7200 多人，其中建档
立卡贫困户超过 30%，实现了“培训
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户”的目标。

目前，和田地区在七县一市都设
立了依托中等职业学校开展培训的
农牧民培训学校，单批次培训规模
2.5 万人。今年，和田地区将启动全
民培训和企业实训“双培训”工作，确
保贫困户家庭每户至少有一人接受
培训，并掌握一项专业技能。

“让贫困劳动力拥有一技之长，
加上不断扩大的产业规模，和田地区
脱贫动力十足。”和田地区工信局相
关负责人殷永贵介绍，当地充分运用
职业培训补贴和高技能人才补贴政
策，鼓励企业、技工院校和培训机构
根据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意愿和用
工岗位要求，广泛开展各类技能培
训，实现定向招生、定岗培训、订单就
业，实现了技能工人和产业发展的良
性互动。

通过培训，和田地区许多农户掌
握了养兔技术，兔产业发展提速。坐
落在普恰克其乡的墨玉县天将实业
有限公司獭兔养殖基地内，新修建的
厂房里，兔笼排列整齐。托合提买买
提·玛合皮孜熟练地为种兔接种疫
苗，查看生长情况。经过培训，他从
木匠转行为养兔技术指导员，帮助养
殖户走上致富路。

“实践证明，养殖兔子是目前群
众接受快、见效快的产业。”天将实
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熊高忠告诉记
者，墨玉县兔产业扶贫项目采用“企
业+基地+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
式，由企业免费提供种兔、饲料、技
术服务，并以每只 8 元的纯利润回
收仔兔，以此形成闭合的产业链条，
确保贫困户和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都
能获益。

据介绍，该项目今年底完成后，
墨玉县常年存栏生产母兔将达25万
只，年出栏商品兔 1000 万只。可带
动 5000 户贫困户进行家庭养殖，每
户年纯收入可达 1.6 万元，同时提供
1600 个就业岗位，每个岗位月工资
可达3000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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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瞅着大伙儿找资金、搞项目，
蒋俊玲心里有点犯嘀咕：“庄稼人挣
钱不易攒钱难，万一赔了可咋办？”

蒋俊玲，河南睢县周堂镇翟庄村
农民。曾经外出打工，可为了照顾老
人和孩子，最终又回到村里。但是这
样一来，收入锐减，一家人成了建档
立卡贫困户。

睢县是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
地处中原腹地，是个传统农业大县。

“产业做起来，群众富起来。”近年来，
邮储银行河南分行主动对接地方特
色优势产业，重点支持贫困户发展特
色种养殖等，实行“四员”跟踪服务
——信贷员、指导员、技术员、销售

员，确保贫困群众贷得上、还得起，让
金融精准扶贫惠及更多村民。

看着乡亲们个个忙着脱贫，蒋俊
玲心里直发慌。“一步赶不上，步步赶
不上。”蒋俊玲每天都去村里转悠，看
别人都在干啥。“听说建一个大棚要
六七万元，心里真发愁。”

为难之际，邮储银行睢县支行信
贷员杨淑华和县乡扶贫干部找上门
来，“咱村不少人种香菇脱了贫，一个
棚投入六七万元，银行能给你贷5万
元，不用抵押、不用担保、没有利息，
这是专门为咱贫困户出台的金融扶
贫政策”。

“可咱没技术，就怕到头来，外债

越欠越多……”蒋俊玲心里没底儿。
“项目没问题，技术有人带，销售

不用愁！”杨淑华说。
几笔账算下来，建棚费两年就能

挣回来。“别人能养菌赚钱，这活儿咱
也能干！”蒋俊玲开始有了信心。

“在家填了张表，杨淑华就走
了。没过几天，就通知我去银行领贷
款。”蒋俊玲没想到，贷款手续竟然这
么简单。

随后，邮储银行和县里找了一家
专业合作社，对蒋俊玲进行对口扶
持、技术指导。“真的是项目有人选，
贷款有人办，技术有人教，销售有人
帮。”

之前的顾虑全部解除，蒋俊玲心
无旁骛、起早贪黑。2017 年年底一
算账，稳赚4万元。她心里的石头落
了地。

“稳定脱贫，绝不能‘扶着能站，
撒手就瘫’。选准产业，是关键的第
一步。”邮储银行睢县支行行长张玉
红告诉记者：“从贫困户选项目到学
技术、跑市场、找客户，信贷员全程跟
进，一步不落。截至目前，睢县支行
惠农易贷已累计放款 517笔 2574万
元。”

数据显示，2018年，邮储银行河
南分行向河南53个贫困县共投放各
类贷款236.21亿元。

“只有全程跟踪服务，才能帮助
贫困户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比如，遇
到香菇滞销，就利用自己的资源，帮
她做宣传、找销路，确保贫困群众‘还
得起’‘赚得到’。”杨淑华说。

“扶贫贷不仅让咱贷得上、还得
起，更能赚得到。这日子一天比一天
有奔头儿！”蒋俊玲满怀信心，期待着
日子更红火。

扶贫贷，贷得上、还得起、赚得到
本报记者 王 伟

青海祁连县阿柔乡

“拉马经济”走上富民路
本报记者 石 晶 通讯员 陈文年

墨玉县天将实业有限公司獭兔养殖基地，技术指导员托合提买买提·玛

合皮孜在查看种兔生长情况。 本报记者 马呈忠摄

新疆墨玉县沙漠绿果园农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里，合作社社员在加工特色林果产品。 本报记者 马呈忠摄

越过景阳岭垭，展现在眼前的
祁连山大草原碧绿如毯。去往青海
祁连县的路上，一排排长长的马队、
一群群等待体验骑马的游客格外引
人注目。

祁连县作为青海北部和内地穿
越河西走廊、北上新疆的辅道之一，
拥有中国最美的草原之一祁连山草
原，这里生态环境优美，多民族聚
居，被称为“天境祁连”。近年来，祁
连县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发展旅游
产业，已成为青海北部的一条黄金
旅 游 线 路 。 2018 年 游 客 量 突 破
230 万人次，同比增长 15%。随着
游客的不断增长，沿途的群众纷纷
靠旅游增收致富。

走进祁连县阿柔乡夏季草场，
十几辆外地车停在“牧家乐”门前。

“近年来，海北州祁连县阿柔乡日旭
村党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率
先带领农牧民群众在自家的草原上
利用自家马匹尝试‘拉马经济’，走
出了一条增收致富路。”祁连县阿柔
乡人大主席马宏祥告诉记者。

“我们沿途欣赏祁连山大草原
的美景，看到‘牧家乐’就想进来体
验一下骑马。第一次骑马，感觉很
棒。”来自山西的游客聂先生说。

据阿柔乡日旭村村委会主任扎
西才郎介绍，自 2007 年开始，越来
越多沿途路过的游客主动要求骑
马、体验草原生活。于是，日旭村村
两委就商量，在村里 1.07 公顷的夏
季草场上开办“牧家乐”，供游客们

骑马、餐饮、住宿。
“2018 年，87 户牧民每户投入

一匹马，其中贫困户13户。平均每
匹马一天能收入400元。去年全年
收入达150余万元。”日旭村骑马协
会会长扎西才郎说。

在日旭村党支部的引领和帮助
下，党员们率先示范，从之前“无组
织无纪律”的骑马模式到协会成立
后的“拉马经济”，牧民们也从“牧马
人”变成了“拉马人”。日旭村的牧
民们尝到了规范骑马经济带来的甜
头，收入从之前的每天 100 多元上
升到现在的400元以上。看着游客
越来越多，手工艺品、披肩、藏袍等
销售也先后融入“牧家乐”，为牧民
们增加了一笔不小的收入。

“目前，骑马协会会员已达到
61 户 240 人，其中包括 19 户贫困
户。按照正常的经营时间，早上 8
点到下午 5 点统一经营、统一分
红。下午 5 点至 9 点的收入全部归
贫困户所得，所以他们的主动性、积
极性很高。旅游旺季，他们的收入
很可观。”扎西才郎告诉记者。

骑马协会的日渐壮大并逐步完
善，为进一步保护草原生态环境、增
加牧民收入和加快贫困户脱贫致富
奠定了基础。“随着公路交通的改
善，这两年，来祁连旅游的游客越来
越多，感谢乡党委帮助我们发展‘拉
马经济’，让我们脱贫致富，也让我
们对共同奔小康更有信心。”贫困群
众多杰卓玛说。

“今年村委会介绍我和媳妇到
家门口的海坨山谷干活，现在我们
打工挣钱、照顾孩子老人、参加组织
生活样样不耽误，这可都是沾了村
企联建的光呀！”河北赤城县闫家坪
村贫困党员孙勇说。据了解，现在
像孙勇这样在家门口就业的贫困家
庭，在赤城县每个村都不下数十户。

几年前，赤城海坨山谷旅游开
发项目看中了赤城县良好的生态资
源，入驻了与北京延庆一山之隔的
大海陀乡。几年来，项目日趋成熟，
给曾经闭塞落后的山村带来了新的
生机与希望。如何在项目发展壮大
的同时带动更多百姓脱贫致富？
2017年，企业在赤城县非公工委指
导下，积极探索村企联建模式,率先
成立了公司党总支。党总支下设 1
个企业支部和 4 个村支部，企业党
支部发挥资金、技术、信息等优势，
积极参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农村
剩余劳动力转移等；村党支部充分
发挥村“两委”作用，主动为企业解
决用地、用水、用电、用工等问题。

针对产业核心区域及辐射区域
发展中的总体规划、基础设施建设
等事项，采取“一提二议三定”的议
事机制，由企业党支部提议，村党支

部、村民代表联合商议，报乡镇党委
审定，确保发展大局科学民主。村
党支部建立“乡土人才信息台账”，
持续向企业推送农村致富能手、青
年党员。企业支部实行差异化培
养，将生产能手培养成党员，将党员
培养成企业骨干。创建五级管理模
式，即“党总支—党支部—党小组—
党员中心户—党员”，通过宣传党的
政策、发布企业招工信息等，为企业
与群众牵线搭桥，仅 2019 年上半
年，就安排村民 500 余人次到企业
打工，人均月工资2500元。

目前，赤城海坨山谷旅游开发
项目已顺利租用土地4596亩，户均
获得 40 万元土地补偿款；为男 60
岁以上、女55岁以上老人发放生活
补贴，给予伤残病患人员特困补助，
实现无劳动力人口生活有保障；为
有劳动能力贫困人口提供就业岗
位，实现农民向产业工人的转型；带
动贫困户开发特色民宿、出售土特
产品，实现自主创业增收。几年来，
企业通过租用闫家坪村集体土地，
实现村集体经济年增收 36.5 万元；
带动大海陀和窑子沟两个片区5个
贫困村和 3个非贫困村的 504户贫
困户、1337名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河北赤城

村企联建助脱贫
本报记者 冯举高 通讯员 王满龙 姜雪娟

江西鹰潭市月湖区大力打造融休闲、观光、体验为一体的“采摘经济”产

业链，火了乡村游、乐了市民、富了村民。图为市民在当地红心猕猴桃种植

园体验采摘的快乐。 叶厥武摄（中经视觉）

采摘经济富了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