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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位于大石
山区，为国家深度贫困县。如何啃
下这块“硬骨头”？该县以队伍建设
为核心，夯实“三支队伍”，全力冲刺
整县脱贫摘帽。这“三支队伍”分别
是：锻造以包村领导队伍为主的“主
力部队”、以驻村第一书记队伍为主
的“尖刀部队”、以驻村干部队伍为
主的“支援部队”。“三只队伍”在脱
贫攻坚战场上大显身手，脱贫攻坚
成效显著。根据统计数据，2015
年，该县103个行政村中，有建档立
卡贫困村 57 个、贫困人口 6.5 万多
人，贫困发生率为25.5%。而目前，
贫困发生率已经降至 8.79%，贫困
人口人均收入从 2294 元跃增到
7567元。

为打造一支强有力的脱贫攻坚
“主力部队”，该县着力优化领导班
子结构，增强包村领导班子整体能
力。目前，在10个乡镇120名党委
委员中，具有两年以上乡镇工作经
验的干部占比达 96.6%。同时，巴
马县加大乡镇领导干部人才培养力
度，不定期邀请专家学者以上党课
等形式，组织乡镇领导干部及后备
干部培训。目前，已成功举办了 22
期干部夜校培训班，推动干部队伍
素质实现较大提升。

为做好脱贫攻坚重点工作，该
县选派一批综合素质高、发展潜力
大、有培养前途的优秀年轻干部到
贫困村担任第一书记，“点对点”做
好服务，做到因村选人、因人定村。

并合理安排全县各单位各部门领导
干部职工与贫困户开展结对帮扶，
认真倾听基层群众的意见建议，宣
传帮扶政策，开展帮扶工作。全县
131 个单位联系帮扶 103 个村，组
成 103 支驻村工作组，面向社会招
聘 103 名扶贫信息员，7 个强村带
动12个弱村，实现全县贫困村全覆
盖，切实通过传技术、传政策，实现
带脱贫、带民富。

为强化模范带动作用，该县筛
选一批优秀“双带”党员典型，引导
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鼓励非领
导职务干部离岗或退休到各村任
职，不断提升脱贫攻坚的战斗力。
该县在 103 个村配齐了工作队员，
投入脱贫攻坚决战，帮扶工作队队
员指导贫困户种植食用菌，养殖猪、
鸡禽等，让许多贫困户实现了脱贫
致富。

另外，该县以实施“干部素质能
力提升工程”为载体，采取“走出去”
与“请进来”相结合的方式培育脱贫
攻坚人才。通过培育乡土服务人才、
启动“乡村医生”培育计划、实施“乡
村教师培训计划”等措施，该县培养
了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基
层工作队伍，补齐干部脱贫攻坚能力
素质的短板，基层队伍成为决胜脱贫
攻坚、实现同步全面小康的“加速
器”。今年，围绕“县摘帽、村退出、户
脱贫”目标任务，巴马县各级各部门
6000余名干部正齐心协力向整县脱
贫摘帽目标发起总攻。

广西巴马

打造脱贫“主力部队”
本报记者 周骁骏 中国县域经济报记者 陈自林

安徽菜大师“闭环”经营助农增收

一头圈住饭桌子，一头连着菜篮子
本报记者 文 晶 通讯员 凌 子

金秋时节，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马头镇果品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的

400亩“扶贫黄梨”喜获丰收。这种晚秋黄梨是通过山东省扶贫计划引进栽

培的高产林果新品种，由郯城县科协、农技、金融等单位帮扶种植推广。目

前，基地内的200亩梨苗已到移栽期，合作社将低价提供果苗，免费提供技

术，帮助当地农民通过种植“扶贫黄梨”走上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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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深度贫困地区，湖北十堰
还有不到100天就将迎接扶贫摘帽
大考。随着扶贫冲刺，该市对扶贫
微权力的监督也逐日发力。“创新机
制，实现监督进农户、进村组，有效
监督扶贫微权力，确保全市实现整
体脱贫。”十堰市纪委书记、监委主
任陈东灵说。

“我母亲的残疾补贴怎么没
发？”日前，王庆华带着轮椅上的母
亲，来到大川镇纪委。王庆华是十
堰市茅箭区大川镇浪溪村贫困户。
前些年，他的母亲因智力障碍和行
动障碍，被有关部门确定为重度残
疾，每月都有残疾补贴。前段时间，
他和村民聊天时得知，村里有 5 名
重度残疾人都获得了政府的补贴，
每月有好几百元。村干部好像有好
几个月没给他家送钱了。

大川镇纪委书记王曦听完王庆
华的陈述以后，心里就有数了。他
告诉王庆华，他所反映的残疾补贴
问题，已经在电视上进行了公开。
去年9月起，政府不再上门发钱了，
改为打钱到银行卡。他打开电视，
双击电视首页界面“涉农信息”板
块，找到浪溪村，全村145户资金补
贴的信息，一下子跳了出来。他再
点击其中“健康扶贫信息公示”栏
目，王庆华母亲的残疾补贴信息一
目了然：重残生活补贴每月 50 元，
护理每月100元，低保每月375元，

养老保险每月133元。
王庆华回到家以后，拿着母亲

的银行卡一查，补贴果真一分不少。
为了加强扶贫“最后一公里”的

监督，十堰市启用电视信息公开系
统，将村级扶贫资金、惠农补贴、村
级财务收支共计121项涉农资金信
息予以公开。在该系统，可以查询
全市129个乡镇的1759个村、84万
农户的所有扶贫资金信息。“这是把

‘公示墙’搬进了贫困户家里！”陈东
灵说。

在推行“公开墙”进家的同时，
十堰还打破市巡察县、县再巡察乡
镇的体制藩篱，给巡察提级，由市委
巡察组巡视部分乡镇纪检工作。前
不久，十堰市纪委在专题“大清仓”
中发现，全市 129 个乡镇中，有 23
个乡镇扶贫领域长期出现零办案，
涉及 8 个县市区。十堰市委派出 4
个巡察组，对这些乡镇重点“扫描”，
提级巡察 3 个月，23 个零办案乡镇
查出问题 885 个，党员干部个人问
题线索 193 件，追责问责县级干部
9名、科级干部56人。

十堰市还推进“足印农家，户户
走到”下访，鼓励纪检干部到镇里去、
到村里去、到贫困户家里去，沉下去
监督“最后一公里”。去年以来，该市
扶贫领域查处问题2519个，追责问
责3685人，其中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1137人，移送司法机关27人。

湖北十堰

监督扶贫微权力
本报记者 刘 慧

“自己种的菜能直供香港，这在以
前想都不敢想。”安徽省临泉县兄弟种
植专业合作社基地负责人宋雷说。

宋雷能把菜卖到香港，离不开安
徽菜大师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帮
助。“我们与临泉县兄弟种植专业合
作社合作3年了。今年，我们把销往
香港的部分订单给了临泉的生产基
地。”安徽菜大师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负责人谭祖辉说，开展结对帮扶以
后，他们采取“企业+合作社+贫困
户”的形式，让更多贫困户通过土地
使用权入股、就业等方式增收。如
今，合作社土地已扩大到近6000亩，
在临泉县老集镇周庄户村、高塘镇贾
王村、城关街道杜庄村3个贫困村建
立了生产基地。截至目前，合作社已
培训贫困群众100余名，带动贫困户
173户，吸纳就业300余人。

安徽菜大师公司本着为农民解

决种菜难、卖菜难的初心，采取订单
式生产模式，以点带面，着力打造区
域性蔬菜种植示范基地，解决整合周
边地区具有带动性的合作社、农户参
与基地建设，以标准化、规模化助推
产业转型升级，进而实现产业发展和
农民增收。

自 2016 年以来，“菜大师”已先
后发放种植订单 10 万亩，受益贫困

户 5000 余户。针对农产品滞销问
题，公司利用平台供应体系数据，积
极调整现有订单供应库，帮农户解决

“卖菜难”。
“一家农户两亩菜，当年脱贫致

富快，循环经济要发展，一家再养十
只羊，当年万元存银行”。2016年以
来，通过发展山羊养殖业，公司在合
肥、蒙城、临泉、寿县等地带动贫困户

人口184人。
为帮助贫困学子更好完成学业，

2016年以来，通过设立“菜大师爱心
助学基金”，助力贫困学子7位，发放
助学基金28万元。

“怎样由‘救济式’扶贫转到‘开
发式’扶贫，关键还在企业，我们采取

‘闭环式’经营方式，一头圈住饭桌
子，一头连着菜篮子，希望能实现多
方共赢。”谭祖辉说，这种“闭环式”经
营模式实际上是整合全产业链，通过
搭建互联网平台，对餐饮食材供给产
业链进行重塑，形成农产品从种植前
端到销售终端的闭环模式。

“我们有禽业公司和肥业公司。
禽业公司的禽畜粪便可以提供给肥
料公司，肥料能够供应给基地，基地
上的种苗再通过农化服务中心种植，
最后通过平台完成销售。”谭祖辉说，
通过集合分析生产端和销售端大数
据，有效实现农副产品从田间到餐桌
的订单式生产与服务，为高校、大型
企业食堂提供优质健康安全的食材，
既降低了大宗客户的采购成本，又保
证了食品安全，这是农产品批发市场
和单个的种养殖基地无法实现的。

“‘闭环模式’不仅使成本下降，还使
性价比大幅提高，我们的农产品价格
比市场批发价低10%。”

“安徽菜大师”还开拓了网上销
售渠道，自 2015年上线以来，仅 3年
时间销售额已超过30亿元。截至目
前，已帮扶带动贫困户 1 万余户，助
力转型新型农民3万多人，培育致富
能手3600余人。

在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定点帮扶的河南栾川县

铁路进大山 村村展特色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赵晶晶 王浩忱

2010年的特大山洪自然灾害直
接导致河南省栾川县4.3万山区群众
返贫，全县贫困人口增至8.9万人。

2012年起，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
限公司定点帮扶栾川县。中国铁路
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与栾川县结对
帮扶以来，累计投入帮扶资金 3916
万元，实施扶贫项目64个，受益贫困
户达1万多户次3.7万多人次。今年
5月份，栾川县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

产业＋扶贫
让贫困户鼓起钱袋子

栾川县山清水秀，旅游、绿色农
业资源优势明显。在铁路部门的帮
扶下，2019年，栾川县陶湾镇协心村
土特产品展销中心、合峪镇康庄村生
态田园茶厂等12个项目全部完工，其
中6个项目目前已投入运营。

铁路部门发挥自身优势，免费在
高铁列车上播放栾川产品广告片，在
郑州东站、洛阳车站等设栾川宣传牌
180余块，向出行游客介绍栾川之美
和特产，向铁路旅游联盟企业推介栾
川的旅游资源和农产品，提高栾川的
知名度，为栾川节约广告资金 570
万元。

为了拓宽栾川农产品销售渠
道，铁路部门还先后设立郑州东站
栾川印象旗舰店、祖师庙村隐心谷
特色农产品展示及销售中心，让特
色优质产品进驻中欧班列展厅，有
效提升了栾川产品品牌影响力和市
场销售量。

“这次来栾川游玩，看到好多当
地的小米、玉米糁、香菇，一定要多买
一些回家。而且，只要用手机扫一扫
二维码下单，东西就直接送到家，实

在是太方便了！”携家人来栾川旅游
的铁路职工梁展说。

行业＋扶贫
拉近山村与城市距离

河南高铁路网已现雏形，从郑州
出发 3 小时可达北京，4 小时可达上
海，6 小时可达广州。以郑州为中
心，铁路、公路、航空旅客实现了交通
便捷零换乘。逐步完善的交通基础
环境，有力助推了中部地区经济高质
量 发 展 ，带 动 了 贫 困 地 区 的 快 速
发展。

铁路部门充分发挥铁路交通路
网优势，打通贫困地区交通“神经末
梢”，在栾川县建设河南首个“高铁无
轨站”栾川县站，通过专线大巴与洛
阳龙门站、郑州东站无缝对接，实现
便捷购取火车票和专线大巴“联乘”
服务。汽车与高铁的便捷换乘接驳，
让栾川县融入铁路高铁圈，不仅方便
旅客前来游览，也助力贫困地区百
姓便捷出行。

“目前，高峰日售票量达50余张，
旅客大多是去省内郑州、三门峡和北
京、西安等城市。客流主要以外出务
工人员为主，也有不少外来旅客到栾
川游玩。”栾川县高铁无轨站售票员
常晓丽说，“栾川到洛阳龙门的大巴
平均15分钟一班车，为保证旅客便捷
换乘，每天共有39趟车。”

生态＋扶贫
旅游品牌搭上高铁速度

栾川县地处豫西伏牛山区，拥有
2 个国家 5A 级景区、6 个国家 4A 级

景区和45处乡村旅游点，景点山清水
秀、风景独特，森林氧吧是这里生态
旅游业的亮点。

为将铁路运输资源优势与脱贫
攻坚有机结合起来，铁路部门通过实
施“引客入栾”计划，采取“铁路+旅
游+扶贫”的精准扶贫模式，冠名“奇
境栾川”号高铁列车，途经京、沪、冀、
豫、陕、皖、苏 7 省市的 33 个大中城
市，量身定制列车广播、座椅枕片和
景区精彩图示等，宣传推介老君山、
鸡冠洞、重渡沟、龙峪湾等栾川景观；
沿途车站综合服务台还提供景区介
绍、换乘线路、特色美食等咨询服务，
乘车旅客可在特定时间，凭实名制高
铁票和身份证享受栾川旅游景点优
惠，提升了“奇境栾川”品牌高铁扶贫
影响力。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在全国积极
推广栾川旅游专列项目，郑州中原铁
道国际旅行社建立旅游专列联盟合
作，定期推送旅游资讯及旅游产品。
9月份以来，累计开行栾川扶贫旅游
专列3趟，接待旅客1680人次。

有了客流，就要有食宿保障。铁
路驻村干部王延辉说，他负责重渡沟
管委会新南村铁路小镇休闲民宿扶
贫项目，依托项目周边自然环境、相
邻景区地理位置等优势，尝试通过互
联网营销模式，以微信、美篇社交平
台发布，线上线下对接各地旅行社等
机构，带动贫困户民宿经营发展升
级。“感谢铁路的帮助，俺家宾馆开业
3个多月，收入就有2万多元！”贫困户
贺双丽说。

栾川气候四季分明，各地游客络
绎不绝。铁路部门投入资金1083万
元，按照建造精品、打造品牌的工作
目标，先后实施庙子镇桃园村、潭头
镇大王庙村、王坪村、新南村、狮子庙

镇等6个农家宾馆改造项目，对贫困
村农户民舍进行改造、装修，提升院
落环境，配备家具、电器等，累计改造
建设农家宾馆、特色民宿137户，改建
集体经济宾馆6家，最高可接待游客
近千人。

保障＋扶贫
制度运行中巩固成果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高
度重视精准扶贫工作，党组领导多次
到栾川县调研指导，提出具体工作措
施。他们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
本方略，充分发挥铁路行业优势，制
定精准扶贫工作方案，明确帮扶各项
工作和扶贫资金的分配、拨付、管理、
监督等环节的程序及规定，通过专项
督导、月度督办、适时督查，及时发
现、解决存在问题，形成扶贫工作、资
金管理、责任分工、督导检查等工作
闭环管理，持续助力定点扶贫地区脱
贫攻坚。

精准规划、精准施策，需要人力
支撑。铁路部门通过多次召开专题
会议，制定相关政策，明确领导小组、
扶贫办公室、挂职副县长和驻村项目
工作队工作职责，并选派业务素质过
硬、协调能力较强的11名干部，深入
栾川县开展扶贫工作。

2019 年，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
限公司以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为突
破口，从完善新型经营主体与贫困户
联动发展的利益联结机制入手，协助
栾川县探索推广“集体经济+合作
社+贫困户”等带贫模式，引导贫困
群众通过参与经营、生产托管等方式
融入产业链条，全面巩固既有脱贫
成果。

2012年起，中国国家

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定点帮

扶河南栾川县。中国铁路

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与栾

川县结对帮扶以来，通过

“产业＋扶贫”“行业＋扶

贫”“生态＋扶贫”等模式，

累计投入帮扶资金 3916

万元，实施扶贫项目 64

个，扶贫成效显著。2019

年 5 月份，栾川县正式退

出贫困县序列。

河南首个“高铁无轨站”栾川县站，不仅方便了游客前来游览，也助力贫困地区百姓便捷出行。赵晶晶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