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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浑源县激发脱贫攻坚新动能

扶贫花儿“朵朵开”
本报记者 梁 婧 刘存瑞 通讯员 安兴旺

寒冬将至，树木萧条。但在山西
大同浑源县却是一番火热的场面，乡
村农家乐设施加紧施工、旅游天路抢
时修建、电商物流穿梭不断……

面对“45个贫困村7550名贫困
人口”的全年脱贫摘帽任务，浑源在
实施国家扶贫“五个一批”的同时，培
土植源、放宽活水，全面激发脱贫攻
坚的新元素、新动能。

“一天卖光西红柿”

“没想到浑源县除了恒山悬空寺
外，还有这么多好玩的地方，儿子玩
了好几天都不想走，很多朋友看见我
发的朋友圈，都想带着孩子来转转。”
今年国庆假期，在浑源县南榆林乡二
岭村民俗艺术客栈游玩的天津游客
高小叶告诉记者。

据了解，国庆节期间，二岭村民
俗艺术客栈的 14 套窑洞和 26 间农
家房屋均客满。县域旅游的发展不
仅为村里53户贫困户带来了致富门
路，也给他们的未来带来了希望。

像二岭村这样以农家乐带动贫
困户增收致富，只是浑源县旅游扶贫
的一个缩影。

今年以来，浑源县依托旅游资源
推进脱贫攻坚工作可谓好戏连台：

9月份，以神溪国家湿地公园为
舞台的大型实景剧《神溪记忆》开演，
拉开了以文旅促扶贫的大幕。2 万
人次的观赏带动了神溪村及周边的
经济发展。

“村里游客多了，俺一天能卖上
百碗凉粉，连自家院里种的西红柿都
卖光了。”谈起《神溪记忆》带给村里
的变化，今年 60 岁的杨大娘感受颇
深。据了解，《神溪记忆》实景演出吸
引周边村贫困群众140人投工投劳，
280 多人参加演出。参与演出的村
民在增收的同时，更增强了自强自立
意识和获得感。

打出全域旅游牌的浑源“恒山天
路”，连接了4个乡镇25个村庄。“天
路”的开通，让祖祖辈辈深居大山的
贫困村民看到外面的精彩，也带来脱
贫的希望。

同时，龙蓬峪、莲花山、凌云口等
精品旅游扶贫路线的打造，使全县旅

游扶贫之路越走越宽。
今年以来，浑源全县共投入资金

2077万元，用于打造7个旅游扶贫重
点村等乡村旅游扶贫项目，共带动了
1115户贫困户2689人增收。

凉粉成“网红”

“今天在京东网店，光小米就卖
了500多斤，这几天销量还一直在往
上涨呢。”11月6日，浑源县藏经庄村
农民电商姜瑜看着来自全国各地的
订单笑得合不拢嘴。更让他高兴的
是，网上 1 斤小米居然卖到了 10
元钱。

在浑源，像老姜一样在网上卖特
产挣钱的不在少数，这是今年电商扶
贫推广的结果。

去年，浑源全县农产品网络零售
额为2680万元。今年，截至目前，全
县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就达到了4600
多万元。电商扶贫在浑源展示出强
劲的活力。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浑
源县将电商扶贫作为脱贫攻坚的重
要抓手，采取“以点带面，点面相连”
的措施，在精准施策上狠下功夫，做
实电商扶贫。

“点”就是打造县级电商运营服
务中心，负责统筹调度农产品电商销
售总体工作，在农产品与网点之间搭

建平台，求得电商销售的最大公
约数。

“县级电商运营服务中心占地
2000平方米，功能完备，设立了浑源
特色农产品体验展示区、办公区、培
训区、众创空间等区域，为全县广大
贫困户、龙头企业、返乡大学生等提
供免费电商服务和技术支持。”浑源
县电商运营服务中心主任兰彩告诉
记者，中心与京东、淘宝等多家知名
网络销售平台建立了长期合作关
系，目前共有100多种农产品在线上
进行销售。通过电商平台，浑源农产
品的知名度明显提高，浑源凉粉、浑
源黄芪、北芪菇等一大批当地优势农
产品成了“网红”产品。

在打造电商扶贫覆盖“面”中，浑
源县在全县10个乡镇建立了电商服
务站，同时建立了220个村级电商服
务点，全县70%的贫困村建有电商服
务点。

为实现点与面的有效衔接，浑源
县大力发展农村物流，建起县仓储物
流分拣中心，成立 14 家本地物流企
业，实现了 15 个乡镇乡村物流全覆
盖。同时加大人才技术保障力度，通
过集中培训和入户指导及网上培训
等多种方式，切实提高广大贫困户的
电商业务水平和市场创业能力。截
至目前，共举办培训 224 期，培训农
村电商人才1.1万人。

严把产品质量关

“这里的特产价格不贵，质量好，
而且还是扶贫产品，必须多买点。”来
浑源旅游的游客范敏边选购绿豆、凉
粉等特产边告诉记者，她是专门到消
费扶贫专柜来消费的。

浑源县内最大的佳家玛超市及
全县40多家恒吉利便利店都有消费
扶贫专柜。据佳家玛超市收银部主
管王海鸿介绍，专柜自6月份设立以
来，不到两个月销量就超过10万元，
而且反响特别好。

消费扶贫连接着消费者与贫困户
双方，唯有买卖双方实现互利共赢，消
费扶贫才能持续发展，才能把消费潜
力变成脱贫动力。如何保障双方利
益，浑源县给出了他们的解题思路。

“首先要让产品有可销售的渠道，
我们通过政府牵头，为产品与消费市
场搭建起桥梁，与全县最大的超市和
连锁便利店合作，按照‘超市+农业合
作社+农户’的模式，在黄金地段开设
扶贫产品销售专区和扶贫专柜，免进
店费、免费提供销售人员，让各类特色
扶贫产品零门槛进入超市。”浑源县市
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负责人介绍。

为保证消费扶贫的可持续性和浑
源优质产品的良好口碑，浑源县组织
相关部门从种植养殖、生产加工、采购
流通环节，认真把好入超销售产品质
量关，并着眼带贫益贫效益，建立起企
业产品销售准入机制，培育了一批消
费扶贫优质企业和农村合作社。

在各大消费扶贫专柜前，浑源县
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以第一责任
人身份，挂起“零利润销售、在这里消
费就是扶贫”责任牌。

那么，消费扶贫的精准性又如何
确保？

“我们公司第一批被选中入超
市，就是因为公司从生产人员和原材
料都来自贫困村。”大瑞食品加工有
限公司经理告诉记者。

10月28日，浑源县委书记赵宇
向全县干部群众发出了“苦干三十
天，决胜脱贫战”的总攻令，浑源正集
中全县所有力量，攥紧扶贫拳头，朝

“如期脱贫摘帽”全速前进。

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

扶贫工作中，注重培土植

源、放宽活水，大力发展乡

村旅游、电商销售等，并严

把消费扶贫产品质量关，

全面激活脱贫攻坚新元

素，使之释放出强劲新动

能，扶贫成效明显。

消费扶贫专柜在山西大同浑源县随处可见。 本报记者 刘存瑞摄

精准脱贫，重在精细化，用最
小的付出，换取最大的成效。精
细的核心是分析致贫原因，缺技
术就要加强技能培训，缺资金就
要做好金融帮扶，因病致贫就要
做好医疗救助；精准就是对症下
药，有劳动能力的推动就业，符合
政策的积极帮扶落实。只有瞄准
个体，实施“量身定做”，才能精准
找到脱贫致富的“金钥匙”。我们
只有以科学严谨的工作作风，以

“工匠”精神与“绣花”功夫来抓细
抓实脱贫攻坚，一村一村地精准
施策、一户一户地对症下药、一个
问题一个问题地各个击破，才能
让全区贫困群众如期脱贫，让更
多的贫困户受益，让更多的贫困
群众过上幸福美好生活。

贵港市港南区位于广西东南
部，“十三五”时期，全区认定贫困
村 50 个，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1.24
万多户4.74万多人。扶贫工作如
何在精细精准上做文章，是我一直
在思考的问题。

今年 10 月，我再次到桥圩镇
锦垌村走访。

我首先来到因学致贫的潘长
君家。今年 13 岁的潘长君，自从
父亲因病去世母亲改嫁后，就和年
迈多病的爷爷奶奶相依为命。无
劳动力无收入是他家致贫的根本
原因，保障生活、医疗、求学是他家
的迫切所需。

我告诉潘长君的爷爷潘蔼章，
潘长君这学期安排在市里读书后，
我去看望过他，小潘读书很自觉，
请他放心。同来的扶贫干部告诉
我，潘长君的奶奶张仕娣已经落实
困难残疾人每月 80 元的生活补
贴，3名家庭成员也已落实B类每
月648元的低保金。

保障潘长君顺利完成学业，单
单依靠政策层面的“雨露计划”补
助和教育补助各1500元显然是单
薄的。借助社会力量，弘扬扶贫济
困、人心向善的传统美德，既使爱
心企业的社会责任得到体现，又为
贫困群众摆脱困境，是个双赢的举
措，这个路子值得深入探讨。此
前，通过努力，我联系到爱心企业
桥圩福禄好家具城和马可波罗慈
善基金会，每个学期开学前组织捐
资助学活动。今年秋季，分别为潘
长君捐献爱心助学金 2000 元和
1500 元，捐资助学活动将持续至

潘长君学业完成。
近年来，港南区严格实行“双

线四包”责任制，抓实控辍保学工
作。2019 年，全区 4749 名建档立
卡贫困家庭学生获得各类教育资
助407.86万元，3044名建档立卡贫
困家庭学生获得“雨露计划”学历
教育补助513万多元。

此外，医疗保障方面，全区建
档 立 卡 贫 困 人 口 参 保 率 达 到
100%。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大病
和慢性病就医保障方面，今年8月
底，区医保局和卫健局组织医疗专
家免费上门做慢性病诊断鉴定筛
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共鉴
定筛查建档立卡贫困户群众4686
名，上门服务 132 名，筛查确诊患
特殊慢性病群众 1186 名，办理慢
性病证1186份。

在村民叶寿恒家里，我一面完
善扶贫手册，一面和叶寿恒拉家
常。

叶寿恒家脱贫前在八塘砖厂
务工，由于路途远，工作很辛苦，几
乎没时间照顾家庭。他的妻子庞
春梅在家务农，两个孩子分别读大
学和高中，家庭收入低、支出大，需
要帮扶的事项是实现有力的就业
增收和教育扶持。

于是，我推荐叶寿恒到桥圩镇
木板厂工作。现在，工作地点离家
近，早晚可以回家照顾家庭，空闲
时间还能种粮种菜，每月基本收入
都有 3000 元；庞春梅在桥圩镇做
零工，月收入1500元。

通过扶贫政策，叶寿恒家还获
得产业奖补优质稻补助 2000 元，
两个孩子获得“雨露计划”教育补
助1500元和3000元。

近年来，港南区坚持在“拔穷
根”的同时“种富根”，以产业为支
撑，制定了《港南区贫困户稳定增
收扶持方案》，按每户扶持2000元
标准，对全区符合条件的 9734 户
贫困户投入扶持资金1946.8万元，
由各镇（街道）结合自身资源优势，
因地制宜打造扶贫产业基地，将贫
困户吸纳到基地中，激发贫困群众
内生动力，提高自我发展能力，使
脱贫攻坚工作更加扎实有效。

（作者为
广西壮族自
治区贵港市
港南区委书
记）

脱贫攻坚重在精细精准
杨亚俊

重庆城口

五种模式激活农村集体经济
本报记者 吴陆牧

地处大巴山腹地的重庆城口县
是国家级贫困县。近年来，城口县因
地制宜探索出了“产业带动型”“资源
利用型”“服务创收型”“租赁经营型”
和“项目拉动型”五种集体经济发展
模式，让农村集体的资源变资产、资
金变股金，为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注
入强大动力。

初冬时节，走进城口修齐镇家园
村的花菇产业扶贫基地，村里的贫困
户晏丽正忙着从一簇簇菌棒上采下
成熟的花菇。“去年，我在基地务工3

个月，挣了7000多元。今年已经挣
了 2 万多元了，比我外出务工挣得
多！”晏丽高兴地说。

修齐镇共有 6 个花菇产业扶贫
基地。记者了解到，修齐镇 12 个村

（社区）与城口县绿创香菇种植场建
立了“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民营
企业+建卡户”的利益联结机制，由
各村集体经济组织投资建设厂房设
备，企业负责基地经营，并按“保底收
益+利润分红”模式保障村集体和农
户收益。

“一方面，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
投入主要在基础设施设备上，风险降
到了最低，另一方面，企业投资成本
低，销售积极性提高。”修齐镇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2018年通过租赁经营
形式发展的花菇产业为 12 个村（社
区）带来收益248万元，集体经济股东
每人分红 1000 元，还带动了 110 余
户群众务工，人均增收2.5万元。

城口是山区，山高谷深。以前守
山望山，村穷民困，如今靠山吃山，不
少贫困山村依托生态优势，盘活农村
闲置资源发展起了生态旅游业。在
城口县岚天乡岚溪村，村集体、闲置
房屋农户和市场经营主体三方构建
了合股联营机制，225户村民将自家
闲置民房改造成民宿入股，2018年该
村集体经济组织实现收益20多万元。

眼下，城口县美丽乡村建设如火
如荼。在城口县坪坝镇光明村，正在

监督入户便道施工的施工队负责人
吴应刚告诉记者：“以前，由于村里没
有施工队，这些小的施工项目都只能
外请施工队，价格昂贵，如今，村集体
经济组织自己成立施工队，不仅工程
费用降低了，村民们还挣了钱。”

记者了解到，光明村集体经济组
织在 2017 年成立了施工队伍，承担
小微型农田水利建设、便道建设、土
地整治、环境治理等基础设施项目的
建设，截至目前，共实现收益18万余
元，在施工队里务工的 30 名村民实
现人均收入2000元。

盘活集体资源，城口农村集体经
济活力迸发。在庙坝镇香溪村，集体
经济组织成立城口县幽峡茶叶有限
公司，采取“村集体+农户+市场主
体”的“产业带动型”模式发展茶叶产
业，年销售收入超过80万元；在葛城
街道棉沙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开展
仓储物流、农村垃圾清运等服务创
收，空壳村变成了富裕村……

截至目前，城口县已在 25 个乡
镇街道 190 个村（涉农社区）成立村
集体经济组织187个，实现产业薄弱
村、脱贫攻坚重点村全覆盖。

旅游扶贫为当地带来明显变化。 本报记者 梁 婧摄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天柱县守住生态底线发展，推进精准扶
贫、绿色扶贫，引导贫困群众种植甘蔗，丰收的甘蔗促进了当地贫困群众增
收。图为天柱县凤园农业园里农民在收割成熟的甘蔗。

龙胜洲摄（中经视觉）

产业兴生活甜

精准脱贫，重在精细化。精细的核心是分析致贫原

因，对症下药。只有以科学严谨的工作作风，以“工匠”精

神与“绣花”功夫抓细抓实每一项工作，才能精准找到脱

贫致富的“金钥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