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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建立“三个机制”，打造东西部扶贫协作模式

缺什么扶什么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李瑞鸿

“‘脱贫攻坚有期限，东西协作无
止境’，要强化市场化思路和平台思
维，根据青岛的优势和受援地区的实
际情况，做到‘缺什么、扶什么’，构建
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互为
补充的大扶贫格局。”山东省委常委、
青岛市委书记王清宪说，青岛正在通
过建立“三个机制”，全力打造东西部
扶贫协作模式。

发挥制度优势
建立动员机制

“只有发挥制度优势，建立广泛
的动员机制，才能动员更多的资源参
与到扶贫工作中来，真正做到‘缺什
么、扶什么’。”青岛市扶贫协作办党
组书记、主任窦宗君说，青岛1996年
与贵州省安顺市建立扶贫协作关系；
2016年与甘肃省陇南市建立扶贫协
作关系。在推进脱贫攻坚工作中，始
终把机制建设放在首位。

“在顶层设计上，坚决落实‘五级
书记抓扶贫’，强化党政‘一把手’负
总责的责任制，层层立下军令状，压
紧压实脱贫攻坚责任。”窦宗君说，青
岛市调整完善了市对口支援和扶贫
协作工作领导小组，由市委书记和市
长担任双组长，成员单位扩大到 62
个，对扶贫协作工作实行“一月一调
度，一月一通报”。

青岛市还出台了《关于深入推进
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的意见》，配套形
成了7个专项文件，各有关部门还制
定了一批专项政策措施，全市形成了

“1+7+x”的扶贫协作政策体系，动员
群团组织、社会各界、各类企业积极参
与脱贫攻坚，尽锐出战，精准发力，综
合施策，推动产业、教育、医疗、住房、
社会保障等各项政策落实落地。

今年10月，青岛市又出台《企业
赴扶贫协作地投资兴业财政专项奖
励工作实施细则》，鼓励青岛企业到
扶贫协作地投资兴业。其中对固定
资产实际投资额达500 万元以上的
企业，按固定资产实际投资额的5%

给予奖励，最高奖励100万元。
广泛动员使扶贫协作变成了全

社会的事，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社
会机构、医疗、教育等青岛社会各
界，纷纷到安顺、陇南等地对接协
作，产业园、企业纷纷落地，医疗、教
育协作层出不穷……

发挥产业优势
建立市场机制

在安顺镇宁县的一个山坡上，
一片片红辣椒中坐落着一片厂区，
这里是贵州红星山海生物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所在地。“我们的产品除做
食品添加剂外，在生物农药、船舶防
腐防污、军工防爆喷雾和警用催泪
瓦斯、医药消炎止痛等领域的应用
越来越广。项目达产后，预计年均
实现营业收入 4.3 亿元，利税 9500
万元。”公司副总经理潘秀成告诉记
者，他们自主研发了适合安顺高海
拔山区坡地种植的高辣度辣椒品
种，辣素含量大于 4%，是目前世界
范围内唯一可规模化种植的高辣度
辣椒品种。“现在已经种植了1万亩，

带动1600多贫困户近7000人参与，
未来将发展到5万亩，预计可带动安
顺市1.6万农户发展、2600多贫困户
脱贫，并创建一批县级、乡级特色高
辣度辣椒种植示范基地。”

青岛榕昕集团是一家奶牛养殖
企业，2016 年投资 1.5 亿元，在西秀
区建设了集奶牛养殖、果蔬种植、观
光旅游和线上线下经营于一体的现
代化生态农牧产业园，以“公司+基
地+合作社+贫困户”的模式运营。
项目建成后，仅食草饲料供应就直接
带 动 周 边 1000 余 贫 困 户 脱 贫 。

“2017年5月第一批鲜奶下线，到现
在发展势头很好，我们准备在安顺建
设 100 家连锁‘鲜奶吧’，还将在 16
个乡镇建设肉牛养殖示范基地，并配
套建设年屠宰加工能力达 8 万头的
标准车间和批发市场，拉长产业链。”
青岛榕昕集团贵州公司负责人说。

实施园区共建，促进协作地产业
发展，是青岛“产业造血”的重要载
体。目前，青岛与安顺共建了青安产
业园，与陇南共建了青陇产业园，目
标是集聚产业发展要素，发挥辐射引
领作用。据统计，青岛目前已累计帮

助安顺、陇南两市引进项目74个，实
际到位资金8.56亿元，帮助11.36万
贫困人口脱贫。而青岛企业也在帮
扶中拓展了新的市场空间。

发挥区域优势
建立保障机制

充分发挥各方面优势，青岛建成
了一系列常态化保障机制，保障扶贫
协作区域多领域、全方位发展。

志智双扶。青岛累计向安顺、陇
南两市派出挂职干部74人，选派教师
362人、医生374人，组织全市501家
学校、114家医院参与“手拉手”结对
共建，实施“团队带团队”“专家带骨
干”，助推两市教育、医疗水平提高。

技术帮扶。采取到青岛培训、开
设“空中课堂”等方式，仅2019年就
完成在青培训党政干部 4226 人次、
各类技术人才1.2万人次，派专家到
安顺、陇南培训1.5万人次。

促进就业。实行就业、交通、租
房、培训 4 项稳岗补贴，新出台劳务
中介补助政策，组织开展“春风行动”
系列劳务招聘活动 70 余场，提供就
业岗位5万多个。开展订单式、定向
式技能培训，累计带动1.4万名贫困
劳动力实现就近就业创业。

结对帮扶。实施“携手奔小康三
百工程”，组织青岛100个强镇、100个
强村、100个强企结对帮扶。目前，青
岛164个乡镇（街道）、321个村、215家
企业、57个社会组织，与安顺、陇南两市
328个贫困乡镇、593个贫困村结对。

消费扶贫。搭建经贸、商超、电
商、直购、推介五大消费扶贫平台，累
计开设协作地特色产品专卖店、体验
店、特色馆 23 家，2016 年以来累计
实现消费扶贫额6.9亿元，其中今年
已达2.85亿元。

“2016年以来，青岛已累计帮扶
贵州安顺、甘肃陇南、山东菏泽三个
协作城市财政资金 21.4 亿元，援建
扶贫项目 903 个，助力 139.12 万贫
困人口脱贫。”窦宗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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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青岛市和甘肃陇南市联合投资3000万元建设青陇现代农业示范园，通过“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贫困户）”
的发展模式，无偿为贫困户提供果蔬、中药材等优质种苗。图为园区工作人员在介绍西红柿栽培管理技术。

李瑞鸿摄（中经视觉）

近年来，河北省迁安市充分发挥当地资源优势，以骨干龙头企业为引
领，培育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引导农民发展特
色产业，建立“一乡一业”“一村一品”农村经济圈。目前全市已涌现豆片、
甘薯加工等55个特色专业村，实现年收入9亿余元。图为迁安市五重安乡
茶井沟村村民张友来在晾晒粉条。 贾志新摄（中经视觉）

精准扶贫要扶到“点”上
□ 黄 慧

陕西洋县

扶志强智帮群众挺起腰杆
本报记者 张 毅 通讯员 杨国涛

12月4日，陕西省洋县溢水镇
垭垥村，一场“院坝说事会”正在进
行。百余名群众和驻村工作队员围
坐一起，共话家乡变化，探讨产业
发展。

近期，洋县 68 个村的 5872 户
贫困户将顺利脱贫，实现整县“摘
帽”。但是，在洋县人看来，挖掉精
神上的“穷根子”比甩掉“穷帽子”
更为关键。按照“志智双扶”的要
求，洋县从乡村民风建设入手，在
技能培训上着力，千方百计让贫困
群众在致富路上挺起“腰杆子”。

“我承包了上百亩撂荒地，和
妻子用 8 年时间开垦出来，种了板
栗、魔芋，现在年收入 2 万多元。
我的感受是，人活着就要努力拼。”
在一次“扶志”宣讲中，自强先锋吴
成敏跟乡亲们分享着自己的致富
经验。

金水镇牛角坝村贫困户张建华
在听了吴成敏的故事后，不仅发展
了100架木耳，还养了土鸡、土蜂，
走上产业脱贫的道路。

讲好脱贫故事，激励脱贫斗志，
是洋县扶贫扶志的重要措施。该县
组织专家学者、农技人员、党员干部
深入村组为群众讲理论政策、讲实
用技术，5000 多场次的各类宣讲，
不仅让贫困群众增强了致富本领，

更提升了他们“我要脱贫”的行动
自觉。

“我家上了黑榜，家里卫生确实
没弄好，感到很愧疚，一定迎头赶
上！”洋县槐树关镇麻底村贫困户王
红茹近日在道德评议会上向乡亲们
做出承诺。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是
洋县“以德扶志”的着力点。近年
来，依托“乡贤议事”“道德评议”“四
季评选”三大平台，该县通过300多
场评议，先后评选出1100多名乡贤
和身边好人、道德模范、脱贫先锋、
孝顺家庭等各类先进典型 4221 人

（户），让贫困群众学有榜样，追有标
杆。“以评论理、以评明德、以评树
德”的全民评议已成为当地新民风
建设的重要抓手。

“亮出黑榜是手段，不是目的。”
洋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长路建侠
说。晾晒黑榜的同时，该县还在红
榜中晒出了身残志坚致富不忘乡
邻、自力更生摆脱困境等先进典型
4000余名。

为帮助贫困户彻底拔除“穷根
儿”，近年来，洋县还积极实施以帮
思想疏导、帮技能培训、帮排忧解难
等为主要内容的“五帮五扶”活动，
对全县 3372 名贫困劳动力实施就
业技能培训，全面提升贫困人口的
劳动致富能力。

贵州红星山海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技术人员在对种植户进行培训。
他们自主研发的高辣度辣椒已种植了 1 万亩，带动 1600 多贫困户参与并
实现增收。 雷广志摄（中经视觉）

深冬，走进安徽桐城金河村蔬
菜大棚，只见绿意浓浓，隐藏在绿叶
下的西红柿长势喜人，预计春节期
间即可上市。

为做活农村土地文章，金河村
将 57 万元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作为股金参股金涧农业种植合作
社，主要发展温控蔬菜大棚项目，帮
助贫困户实现稳定增收。

“贫困户的这部分股份负盈不
负亏，保底收益根据所持有量化资
金的6%确定，将贫困户类型分为一
般股、困难股和特困股，按1∶4∶5的
比例配股到位。”桐城市吕亭镇金河
村党支部书记徐小旭告诉记者：“我
们已于10月底召开了2019年资产
收益分红大会，根据贫困户持有的
股份，每股收益132元。”

距离金河村半小时车程的新西
村资产收益“扶贫车间”里机器轰
鸣，工人们正在有序完成手头的制
刷工序。“家里生活困难，自从来这
里上班后，每月有固定工资，还能照
顾家里，日子好过多了！”吴爱枝告
诉记者，除去扶贫收益分红，她每月
务工收入在1500元左右。像她这
样的贫困户在车间干活的有4人。

范岗镇是全国有名的制刷之
乡，制刷工作技术含量低，对劳动者
劳动技能要求不高，且计件取酬、多
劳多得，尤其适合留守妇女、老人、

残疾人等贫困群体。“我们把扶贫资
金与村集体闲置资产资源整合起
来，建造了扶贫标准化厂房，出租取
得资产性收益。”“再将资产出租收
益量化分红给贫困户，同时吸纳附
近贫困家庭成员就业，拓宽脱贫渠
道。今年的6.4万多元收益已全部
分红到贫困户手中。”范岗镇新西村
村主任毕徐斌说。

桐城市财政局副局长姚凤玲告
诉记者，桐城市制定了《桐城市资产
收益扶贫实施方案》，明确了资产收
益扶贫财政投入、经营主体选择和
资产收益水平以及收益分配机制
等，指导全市规范实施资产收益扶
贫民生工程。印发了《村级资产收
益扶贫实施方案操作流程》，统一村
级股权量化方案、资产经营协议书、
村级资产台账以及股权证书，在制
度上规范了资产收益扶贫民生工程
的实施。

据介绍，桐城市已筹措资金
2100 万元，支持嬉子湖松桂村、范
岗镇新联村、龙眠街道龙眠村、金
神镇杨塘村等11个镇街33个村实
施资产收益扶贫项目。截至目前，
33 处资产全部建成并交付经营主
体使用，当年即取得收益173.01万
元，年均收益率达到 8.2%，惠及贫
困人口 3034 户 8815 人，户均增收
570元。

安徽桐城

资产收益扶贫让红利稳定
本报记者 白海星 通讯员 潘月琴

特色产业效益高

田林县位于广西西北部，地处滇
黔桂三省（区）交界处，为国家级贫困
县、自治区深度贫困县。如何将扶贫
扶到点上，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

今年7月，我再次走进旧州镇，
看着漫山遍野的芒果硕果盈枝，水
泥路两旁矗立着一幢幢漂亮的楼
房，群众正在田间劳作，处处洋溢着
新气象的乡村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一个个小芒果成为“致富果”，使我
深深认识到产业扶贫的重要性。

近年来，旧州镇持续加大扶贫开
发力度，将产业发展作为重要抓手，
扶贫成效显著。3年来，累计减少贫
困人口753户3124人，4个贫困村脱
贫出列，贫困发生率由2015年底的
21.03%降至2018年底的6.08%。

我们始终把抓好脱贫攻坚工作

作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来推动落
实，认真、细致地为贫困群众做好每
一项工作。党委、政府千方百计帮
到点上、帮到根上，为贫困群众搭台
子、出点子、开方子、铺路子，帮助他
们早日实现脱贫摘帽。

贫困人口分布在哪里？致贫原
因是什么？如何脱贫？群众是否满
意？只有搞清楚这些问题，才谈得
上“精准”。在板仰村贫困户家中，
我与他们拉家常、问原因、鼓斗志、
明方向，询问他们对帮扶干部、帮扶
工作的满意度，对各项扶贫惠民政
策的知晓度、对第一书记扶贫工作
的认可度，并叮嘱扶贫干部多关注
村里无收入来源、无劳动能力的孤
寡老人、残疾人、留守儿童等特困群
体，落实好各项社会保障政策，让留

守人员精神上有人慰藉、生活上有
人照料。

在板仰村脱贫攻坚战指挥部，
我随机抽取作战图上的部分贫困
户，了解他们“八有一超”各项指标
情况，询问边缘户帮扶计划，听取第
一书记关于贫困村“十一有一低于”
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和存在难题，随
机提问驻村干部、村两委成员扶贫
政策知识。因为只有让他们对全村
贫困群众情况了然于胸，才能瞄准
靶心精准发力。

穿行在100亩绿油油的板仰村
珍珠李林中，看到农户正在给这些

“摇钱树”浇水、除草。我上前与他
们交流，他们一项项地给我讲述基
地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的变化。基地
负责人黄尚敏向我介绍了基地的经

营模式、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我 深 刻 体 会 到 ，定 点 扶 贫 ，

“点”是关键，而“点”的核心就是致
贫原因。缺技术就应加强技能培
训，缺资金就应做好金融帮扶，因
病就要做好医疗救助……只有瞄
准个体，量身定做，才能精准找到
脱贫致富“金钥匙”。本着这样的
思路，我们坚持在“拔穷根”的同时

“种富根”，以产业为支撑，加强技
能培训，落实各项扶贫惠民政策，
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提高他们
的自我发展能力，使扶贫真正扶到
点上、扶到根上，收
效明显。

（作 者 系 广 西
壮族自治区田林县
县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