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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

本版编辑 王薇薇

“多吃点，赶紧长膘长肥！”1月30日一大早，山西省平陆
县张店镇北横涧村村民马保群就来到村后沟的牛圈里，开始清
圈、揽草、喂牛。自从在电视上看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马
保群管牛管得更勤了。“现在疫情形势这么严峻，生产生活受
到了很大影响，这28头牛不仅是我们一家人的致富希望，也
能为后勤储备做点贡献。”

除了养牛，马保群还种了100多亩小麦。“前段时间大雪
下得非常及时，解了旱情，今年可能又是个丰收年。”看着附近
麦地正在消融的积雪，马保群虽戴着口罩，从他的眼中也能读
出笑意，“马上就到春忙时节了，我正忙着购买化肥。苗情好
的地块每亩追施5公斤尿素，苗情差的追施10公斤，为下一
步小麦生长打下良好基础，确保夏粮丰产丰收”。

闲不下来的马保群还与同村村民张建武合作组建了农机
专业合作社，“购买零部件、联系业务是我的活儿”。

为了备战春耕，五六台检修好的农机具一字排开，静待一
显身手。屋内几个戴着口罩的“合伙人”，有的在给机器调试
维修，有的在联系跨区作业业务。“目前，我们有小麦、玉米
收割机3部，大型拖拉机2部，旋播机、深松机等配套农机具
7台。”张建武告诉记者，在春耕生产全面铺开前，他们要把能
用到的农机具全部检修一遍，确保所有农机具性能完好，安全
高效运转。

“政府支农惠农政策越多、落实得越好，我们对农业发展
就越有信心。”马保群从手机里翻出村微信群里前一阵转发的
山西省两会内容，点开文章说，“里面有很多扶持农业发展的
内容，我们心里有底了”。

“2020年，想带着大伙儿一起脱贫致富。”在马保群的
设想中，要发展设施农业和特色农产品种植，希望依托科学
技术和现代化农业设施，把农业生产从以往人种天养的劳作
方式，逐步向精细化管理转变。“正好，趁着现在在家，我
好好琢磨琢磨。”

趁着都在家，

备好化肥农机好春耕
本报记者 梁 婧 刘存瑞

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现在正处于关键阶
段。疫情防控工作千头万绪，但不要忘记
盯紧贫困户。

贫困户致贫原因有许多种，但因病致贫
占了很大一部分。这些年来，我们的扶贫帮
扶政策中，医疗保障政策深受贫困户感激。
一人生病，全家致贫。反过来说，有时帮助
一人，也就脱贫一户。健康扶贫，防病治病
在脱贫攻坚中始终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

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最先发生。但是，

城乡人口流动频繁和大量务工人员回乡，使
得疫情并没有在城市止步，而是直接蔓延到
了一些乡村。武汉之外的湖北各地，全国其
他一些乡村，这些天也不同程度地受到疫情
威胁。农村医疗资源相对不足，公共卫生服
务更加薄弱，因此，疫情防控任务也更重。

各地在做好联防联控的同时，需要格外
关注贫困户。最近从新闻媒体上，我们经常
看到这样的报道。不少贫困户怀着一腔感
恩之心积极参与村庄的联防联控，甚至捐款
捐物。他们的热情值得我们珍惜，这个群体
在疫情防控中更需要受到格外关注。如果
贫困户感染了病毒，治病、隔离等一系列措
施，可能会给他们带来更大影响，甚至可能

直接导致返贫。农村防控疫情，要把病毒堵
在村庄外，更要把病毒堵在贫困户家门外。
要在卫生服务、防疫知识和防控举措等各个
方面加强对贫困户的服务，提高他们的自觉
意识，共同努力做好防疫。

这几年，脱贫户越来越多，但他们之
中也有少数人因各种原因而返贫。要知
道，刚刚脱贫的那些农户，经济基础薄
弱，致富发展能力脆弱，被“扶上马”的
他们依然需要“送一程”。因此，我们的政
策是摘帽不摘责任、不脱政策。在这次疫
情防控中，刚刚脱贫的农户也需要得到格
外关注。因为他们抵御灾害的能力还不
强，社会帮扶仍然是他们健康发展的必要

条件。疫情来得突然，从某种程度上说是
防不胜防，刚刚脱贫的农户，也是需要被
特别关照的群体。

春天终将到来，我们对战胜疫情有着
必胜的信心，打赢这场防疫阻击战是必然
的。疫情对经济和社会各方面造成的影响
还没有完全显现。但是，有一点是肯定
的，那就是疫情无损中国经济发展的前
景。疫情会带来暂时的影响，但我们坚
信，它不会挡住我们实现全面小康的脚
步，也无法阻止我们取得脱贫攻坚战的胜
利。我们已经在脱贫攻坚的路上走了很
远，也一定能在这次疫情中，与贫困户一
起渡过难关，迎来春天。

别让疫情给脱贫攻坚“拖后腿”
□ 魏永刚

“大家在务工的时候，每4个人一组，
人与人距离保持2米以上，一定要戴好口
罩，身体有不舒服马上报告，工钱晚上通
过微信发给大家。”2月7日，广西巴马瑶
族自治县巴马镇龙洪村驻村工作队员覃列
通过微信群告诉在地里务工的10多个建档
立卡贫困户。

“面对疫情防控、脱贫攻坚即将收官的
双重紧急任务，我县组织驻村工作队、帮
扶干部、村干部等在全力做好农村疫情防
控工作的同时，动员群众通过土地流转增
加收入，科学合理安排当地贫困群众就近
务工，让大家‘宅家防控、不减收入’。”
巴马瑶族自治县县长、脱贫攻坚指挥部指
挥长蓝海洲说。

覃列告诉记者，今年春节期间，巴马
农林投公司与巴马镇龙洪村民达成协议：
以800元/亩租下该村400多亩土地种植百
香果。“我家流转出去5亩多土地，2月4
日得了4000多元租金，现在在自家土地上
务工每天还有150元收入。”黄大兴已于
2018年脱贫，他说，这个春节虽不能聚在
一起，但是天天有收入。

与龙洪村一样，该县西山乡福厚村共
流转了150亩土地给农林投公司种植百香
果。“我的土地流转租金有1000多元，每
天在基地里务工的 6个贫困户分段来做
工，大家晚上微信里能收到150元不等的
工钱。”贫困户黄焕生告诉记者。

“现在是疫情防控关键时期，但也是春
耕生产时期，大家充分利用微信、电话等
多种联络方式，做好统计，完善手续，尽
快把土地流转金拨付到位，同时多宣传疫
情防控知识，告诉村民隔开做工。”连日
来，巴马农林投公司总经理覃宁每天早上

都在公司微信群里提醒大家。
负责西山乡片区土地流转工作的邓师

傅告诉记者，通过动员，农林投公司目前
在福厚村、拉林村、加尔村流转田地荒山
1000多亩，流转金根据土地情况，500元/
亩到1000元/亩不等，主要发展种植“六
个一”（一根竹、一朵菌、一朵花、一粒
豆、一片草、一株药）和养殖“六个一”
（一头猪、一头牛、一只羊、一只兔、一只
鼠、一只鸡）生态扶贫产业工程，工人都
是优先聘用当地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记者了解到，韦明尚一家4口2017年
从东山乡长洞村搬迁到县城六能安置点，
他本人还被选为社区工作人员。“全村流转
出去了1000多亩荒山给农林投公司种植中
草药，就在前几天，农林投发了50万元流

转金到村民手上，有的农户拿到了上万
元。”韦明尚在电话里告诉记者，疫情防控
时期，搬迁出去的贫困户按照管理员的要
求，分时间段回村里做工。

“燕洞镇岩廷村土地、交通等资源优势
明显，外出务工人员较多，近段时间，通
过与大家沟通，全村共流转了700多亩田
地给农林投公司培育高端水果苗，还在附
近建了个养猪场，土地租金已全部发到村
民手上。”燕洞镇宣传委员黄铮说。“我们
这里目前接纳了当地20个贫困户来务工，
因为不能扎堆儿在一起干活，工作量比较
大，一天的工钱200多元，收工后都通过
微信转给大家。”岩廷高端水果育苗场场长
吴大波告诉记者。

那社乡祥兰村面临的防控疫情形势同

样严峻。从农历正月初二起，驻村第一书
记韦智谋和工作队队员除了每天到村里宣
传疫情防控知识，还动员大家把没有时间
管理的田地荒山流转出去给合作社种植油
茶。村委会主任廖克仁告诉记者，目前全
村流转出来500多亩荒山给村里山茶油合
作社种植油茶。疫情防控期间，合作社合
理组织贫困户种植油茶，每天有200元左
右的收入，确保贫困群众有收入、不返贫。

据不完全统计，疫情防控期间，巴马
瑶族自治县发挥闲置田地荒山经济效益作
用，目前流转闲置荒山土地2万多亩给当
地龙头企业和种植养殖大户，或种植特色
水果，或发展油茶产业，或种桑养蚕，或
种玉米黄豆，或种蔬菜，通过土地流转增
加收入的同时解决贫困群众增收问题。

广西巴马疫情期间创新扶贫思路——

土地“转”起来 务工“稳稳的”
本报记者 童 政 通讯员 凌吉荣

疫情防控期间，广西巴马瑶

族自治县创新思路，流转闲置田

地荒山给当地龙头企业和种植

养殖大户，开展多种种植养殖活

动，让广大群众通过土地流转增

加收入，并解决贫困户务工问题，

帮助贫困群众增收。

立春之后，气温回暖，忙碌的春耕生产
即将开始。记者在国家级贫困县陕西省旬
阳县各乡镇看到，干部群众在做好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和自我防护的同时，正在加紧“备
战”春耕。

“战疫情，抓春耕，吕河镇农业技术人员
入村到户指导，以户为单元做好疫情防控和
春耕备耕工作。”2月5日，在今年中央一号
文件公布的日子，吕河镇农业综合服务站工
作人员敖德波用微信记录着自己当天的
工作。

截至2月5日，吕河镇阳坡村已完成烟
草集中育苗和大田整地；丰裕现代农业园区
蔬菜育苗基地的辣椒苗长势良好，可供

1200亩大田移栽；冬青村的果农忙着为狮
头柑修剪灌溉；镇上的10名植保防疫队员
成为疫情防控志愿者，身穿防护服对公共场
所进行消杀……敖德波说，这是“人勤春来
早，奋斗丰收年”。

与此同时，位于甘溪镇桂花树村的溪流
源养殖场建设仍在继续，按照疫情防控要
求，没有组织群众集中施工，但2台挖掘机
从农历腊月至今没有歇过，累计开挖土石2
万余立方米，平整土地3000平方米，按照业
主杨官建的计划，将于今年上半年建成投
产，年饲养生猪1500头以上。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旬阳县以户
为单位抢抓时令搞生产，既避免了人员扎

堆儿，又不误农事。旬阳农民正努力把疫
情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内。截至目前，烟
草育苗3.6万平方米，可供移栽3万亩，5
万亩蔬菜、8万亩魔芋的育苗播种和整地正
抓紧开展，各规模养殖场春季防疫和生产
有序进行。

“受疫情影响，今天起全县车辆行驶被
更严格管控了，我库存的饲料、防疫药品
快要接不上了，急需出县调运，该咋办？”
2月6日上午9点多，城关镇鸿景养殖场刘
景忠打来的电话很是急切。“我才回单位，
就是去协调解决类似的问题，县上不会因
为疫情防控而中断春季生产供应。”旬阳县
畜牧中心主任乐三宝在电话中说明了办理

流程后，立即着手统计各个规模养殖场近
期调运需求，并让同事将调运手续办理须
知从QQ工作群通知下去。

据了解，为有效保障生鲜农产品市场供
应和生产物资调运，旬阳县成立了防控物资
保障组，明确县内运输农用生产物资的车辆
由所在镇村开具证明再上路，县境内跨镇运
输的由农业农村局书面证明，出县车辆在市
场监管局办理相关手续，各镇村检查点对车
辆及同乘人员严格检查消毒，确保物资运输
安全畅通。

当天下午3点多，鸿景养殖场的物资已
经从安康市运回，解了疫苗短缺的燃眉之
急。另一车饲料也从杨凌出发，刘景忠拿着
调运证明在高速路口耐心等候。鸿景养殖
场是全县车辆管控通告发出后办理的第一
份跨境调运农用物资证明，其他有需求的9
家规模养殖场正在旬阳县农业农村局的指
导下，根据库存物资情况有序分批组织
调运。

一年之计在于春，在旬阳县广袤的田野
上，春耕生产正和疫情防控同步推进，播撒
着新的希望。

陕西旬阳县防疫不误农时——

农业生产不停歇 农用物资不停运
本报记者 张 毅 雷 婷 通讯员 彭红梅

图为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巴马镇龙洪村村民在百香果种植基地护理百香果。 凌吉荣摄

马保群除了春耕和照顾他的小牛犊外，还带头报名参加

了村里疫情防控工作。 马晓龙摄

本报讯 记者顾阳报道：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国家发
展改革委第一时间部署各地发展改革部门切实抓好大型易地
扶贫搬迁安置区疫情防控，统筹推进脱贫攻坚工作。通过召
开视频会议、印发通知、建立跟踪监测机制等多种方式，坚决
防止搬迁安置区出现疫情集中暴发现象，为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奠定坚实基础。

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省份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安排部
署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疫情防控。湖南省印发《关于做好全
省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区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市
县发展改革部门以800人以上集中安置区为重点，督促指导
安置社区做好出入管理、卫生消毒等工作，提升搬迁群众个人
安全防护意识。山西省易地扶贫搬迁领导小组办公室及时通
知各地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大型集中安置区疫情发生，随时掌
握并上报安置区疫情防控情况。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多次召开
专题会研究部署，对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和搬迁户疫情
防控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加强调度，有效完善安置区疫情防控跟踪监测机制，是当前
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对此，云南省要求各地依托疫情信息系
统，按照“早排查、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原则，对大型
安置区建立疫情周报告和舆情日报告调度机制，逐户了解掌握
搬迁群众情况。贵州、新疆等地发展改革、移民部门积极做好与
疫情防控部门的衔接，实行大型安置区疫情防控日报告制度，及
时掌握安置区疫情。河南、陕西等地发展改革委建立疫情通报
机制，安排专门力量，密切跟踪大型安置区疫情防控情况。

在切实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有关部门积极稳妥推进搬
迁群众后续帮扶工作，确保今年底“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任
务圆满收官。四川、内蒙古等地发展改革委加强与扶贫、财政
等部门统筹协同，稳步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住房质量
安全监管等各项工作。吉林、重庆等地发展改革委与财政等
部门研究协商，抓紧制定易地扶贫搬迁结余资金使用管理办
法，支持安置区巩固和发展后续产业。甘肃省印发实施《易地
扶贫搬迁巩固提升行动方案》，从补齐大型安置区配套设施短
板、切实解决搬迁群众就业问题等方面，提出了2020年易地
扶贫搬迁重点工作任务及推进举措。广西、河北、福建、西藏
等地在扎实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统筹安排好搬迁安置区脱
贫攻坚工作，确保帮扶工作不断档、力度不打折扣。

确保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

疫情防控不断档

脱贫攻坚不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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