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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

本版编辑 王薇薇 李 景

湖北建始县成立农业志愿服务队帮扶春耕

“科技田保姆”送来“及时雨”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柳 洁 通讯员 刘 波

山东日照：

扶贫项目分红
不搞“大锅饭”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秦晓涵

广西：

培育地理标志品牌产品
带动农民增收

杨老汉旧房拆了观念新了
本报记者 赵 梅

“旧房危房变新房，杂乱麦场变
广场。”

在脱贫攻坚过程中，甘肃省陇南市
在全市各乡村大力推进“拆危治乱”攻坚
行动，采取“拆、改、治、转、清”等综合措
施，组织引导群众拆除存在安全隐患的
危房、长期闲置的老旧房、“空心房”，以
及圈舍和断壁残垣，自行改厕改圈等，并
以村为单位综合规划打造，彻底改变农
村“脏乱差”现状。

但是，受传统思想观念和农村生活
习惯的影响，相当一部分群众“住着新房
守旧房”，思想上有顾虑，对人居环境整
治不积极、不主动、不配合，整治面临很
大困难。为此，陇南全市组建了4500多
支党员突击队化解贫困户顾虑情绪，帮
助机械不能到达或缺少劳动力的群众拆
除危旧房屋。

近日，经济日报记者跟随甘肃省决

战决胜脱贫攻坚主题全媒体集中采访
团，走进大山深处的郭家村，看看这里的

“拆危治乱”进展如何。
在尚未脱贫的陇南市礼县罗坝镇

郭家村，72岁的杨利核是最让驻村干
部兼党支部书记杨奎头疼的“钉子
户”。根据村里的规划，杨老汉家破败
不堪的危房和牛棚需要拆除。老房子
是土坯房，夏天漏雨冬天灌风，早已破
败不堪。

起初，得知政府补贴可以修新房，
杨老汉很高兴，但谈到要拆老房子时，
老汉立马变了脸。“房子是我自己修
的，凭啥拆？想当初，在六七十年代吃
不饱啃树皮的时候，你们怎么不来帮
我一把？现在却来我家指手画脚。你
们都出去！要搁20年前，我拿棍子把
你们打出去！”杨老汉越说越气，直接
把第一次上门做工作的杨奎赶出

了门。
“房子再破，也是祖上留下的祖

业。我不拆房，我也不要政府修新房
的钱……”杨老汉的话，一直在碰了一
鼻子灰的杨奎耳边回荡。不过，杨奎并
没放弃，他不厌其烦上门做工作、讲政
策，但杨老汉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

不能硬来，那就迂回做工作。杨奎
想到了先拆村里移民户旧房的办法，用
成功案例逐渐激发村民危房拆迁的欲
望。杨奎先找到了41岁的村民郭小兵
讲政策、说未来。

经历一番劝说，郭小兵旧屋后的新
房次日便动工了，4个月后5间砖混结构
的新房建成了。这也是郭家村第一座政
府补贴盖起来的大房子。这下可引起了
全村轰动，漂亮阔气的新房引来了村民
们连连称赞。

当然，杨老汉也知道郭小兵新房的

消息，心里不由得敲起了鼓。“钱存银行
最后又带不走，不如盖新房好好享受几
年。”郭小兵的感叹让杨老汉有点儿
动心。

就在此时，杨奎再次登门，邀请杨老
汉去看看郭小兵的新房，杨老汉欣然前
往。在观摩结束送他回家的路上，杨奎
再次做工作，给他算账。“牛棚拆完会统
一修建在村头，拆除后的空地可以做花
园、菜园……”

功夫不负有心人，当杨奎第六次登
门做工作时，杨老汉终于做出了拆房决
定。“你也是为了我们好，做工作也不容
易，活了70岁，我决定给村里做个表率，
3间危房和4间牛棚同意拆除。”自此，经
过近半年持续做工作，郭家村“拆危治
乱”的大幕正式开启。

2017年至2018年，郭家村改造了
25户D级危房、改造维修45户C级危
房，2019年集中对全村剩余57户 172
间危房与疑似危房集中维修改造，全村
实现了危房清零，并修建了青砖低矮围
墙，修建了集中圈舍。

新房盖好了，门前清爽了，村道硬化
了，景观也建了，走在村里，杨老汉不禁
哼起了小调。“这个新修的3间砖混房与
维修的5间房，自己只花了1.3万元，剩
下3.45万元都是政府补贴的。”杨利核
说，他还搞起了养牛产业，相信好日子还
在后头！

如今，走进大山深处的郭家村，整洁
的村道，错落有致粉刷一新的民房、新修
的文化广场及亭台等景观让一幅美丽乡
村画卷跃然眼前。不仅“脏乱差”现象得
到根治，杨老汉与村民们的保守思想也

“拆除”了，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得到了
改变。村容村貌的改观，真正激发了贫
困户的内生动力，提振了村民脱贫的
信心。

图为杨利核的旧房、新
房对比图。

本报记者 赵 梅摄

奋战多日的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建始县农业志愿服务队队员、马铃
薯种植专家刘迪权终于可以松一口气
了。自从3月2日被家乡湖北官店镇主
要领导“抢”回来后，他所在的恩施泰康
农业公司既给农户发放种子，又在田间
忙技术指导，抢时种植1万亩商品马铃
薯，仅382户贫困户种植商品马铃薯就
高达2000亩，圆满完成镇里下达的种植
任务。

今年3月很特殊，如何战“疫”战贫
两手抓？建始县委、县政府果断决策要
求各级各部门拿出抓疫情防控的拼劲、
狠劲和韧劲，争分夺秒，把各类扶贫支柱
产业发展起来。

为抱团做大做强蔬菜、马铃薯、猕猴
桃、关口葡萄等“短平快”特色产业，该县
农业农村局及时组织马铃薯、猕猴桃、粮
油、茶叶、蔬菜等特色农业方面的98位
农技专家，成立农业志愿服务队，下沉到
地头争当“科技田保姆”，送来一场场科
技“及时雨”。

春色最浓在田间。建始县98位农
技专家闻令而动，不负重托不负春光，在
田间地头忙生产。用“忙疯了”形容一位
位农业志愿服务队专家，一点也不夸张。

“提醒一下，下田一定要戴口罩、不
扎堆！”“眼下猕猴桃管理应该注意什
么？”“三件事，一补苗，二防病虫害，三施
肥！”作为全省猕猴桃优势区中心区，春
管刻不容缓。3月上旬，牵头负责的县
农业志愿服务队林果专家米绪凯入业
州，赴长梁，上红岩寺，与当地猕猴桃志
愿服务专家一道，催果农下田，现场技术
指导，按下春管“快进键”。

短短半个月时间，在一支支农业志
愿服务小分队指导下，全县高规格完成
猕猴桃春管高达2万亩。作为农业志愿
服务队一员，长梁镇亲乡缘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刘杰一边现场指导果农施肥、补
苗、防病虫害，一边对打电话求助的果农
进行远程技术指导，抢时完成猕猴桃春
管高达1200亩。

“把疫情耽误的时间抢回来！”作为
无疫情乡镇的花坪镇，有20%的“关口
葡萄”尚未进行春管，若气温回升发树枝
发木水，那就再也不能剪枝了。种植户

急，专家更急。该镇向绪丰、周光彦、龚
小刚等志愿服务专家一个个“钻”进葡萄
园督促指导，用10天时间高标准完成春
管，交上一份漂亮答卷。如今置身该镇
25公里共1.5万亩葡萄长廊让人目不暇
接，建设水平之高、管理之规范，让人
惊叹。

“眼下正是枸杞追肥关键时期，抓紧
点儿！”“六月份，枸杞新果子就要上市
了，春管不能有丝毫闪失！”作为农业志
愿服务队一员，枸杞珍公司经理朱和平
正电话催促种植户抢时春管，确保6000
亩枸杞能丰收。

“要想甜柿成为脱贫致富的甜蜜
‘柿业’，就赶紧下田施春肥忙春管！”
红岩寺镇志愿服务队专家张胜华带着
6人技术小分队包村包户包田块，催农
下田，半个月时间，全镇1300亩甜柿春
管全面完成。

在官店镇，刘迪权、汪益等志愿服务

专家沉下身子抓发展，全镇商品马铃薯
面积突破3万亩，成为老区百姓巩固脱
贫的“金蛋蛋”。

“一定要争分夺秒，把疫情遭受的损
失夺回来！”在志愿服务蔬菜专家李仕东
等带领下，当地蔬菜产业蓬勃发展。

“抢种一季快生白菜再种西红柿，这
个点子好。目前武汉四季美、白沙洲老
板来电话‘抢’下订单了！”3月16日，看
着长势喜人急待栽植的春茬菜苗，茅田
乡种菜大户黄毅对前来进行技术指导的
志愿服务专家建始县慧民科技有限公司
经理谭建平说。

“老谭卖瓜，自卖自夸，教你育西瓜
苗技术，如果有用，不忘给我点个赞！”作
为农业志愿服务队的一员，谭建平带头
示范试种，深入田间地头手把手指导，抽
空编写的20余期微信授技文章“火”了，
诙谐的语言、清晰的技术要领，让广大蔬
菜种植户受益匪浅。

“我们有剁椒厂，种多少收多少！”建
始德溢民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秦娥，这位年轻“女汉子”主打种黄桃，作
为农业志愿服务队一员，为帮乡亲多增
收，建剁椒厂，以业州镇为主新增辣椒发
展面积6000亩。

“乡亲们，来一场家家户户摘茶大比
拼，我们保证及时收购，好价收购！”三里
乡马坡“十株茶”传人、县农业志愿服务
队队员李林带队抢时采茶收茶，好一幅
茶农“掐”新芽闹春图。

在当前的特殊时期，成为农业志愿
服务队一员，建始农业志愿服务队的专
家们都干劲十足、倾力协助。如今，湖北
建始农业志愿服务专家成了香饽饽，被
各地“抢”来“抢”去。同时，该县以马铃
薯、猕猴桃、粮油、茶叶、烟叶、蔬菜、魔芋
等为主的特色产业高达32.8万亩，新增
面积2万亩，各类脱贫支柱产业取得突
破性发展，脱贫奔小康的底气更足了。 扶贫项目分红是群众关心的热

点问题。牛素荣是山东日照市岚山
区中楼镇马家峪村的贫困户，前几
年，她与其他贫困户拿一样的项目分
红，但最近她却比同村的周文玉少了
800元。

少拿分红的牛素荣不但没有失
落，反而觉得很合理。“相比分到A
类的周文玉来说，她年纪大又失去了
劳动力，这样分很公平。”牛素荣心服
口服地说。

扶贫项目结出的成果如何分
配才合理？如何让群众感到公平
公正？岚山区中楼镇在实践中探
索实施了扶贫项目“大级差”分红
办法，对贫困户按贫困程度进行
了级别划分，并按A、B、C三个级
差分配项目分红，杜绝了“平均主
义”，使扶贫更精准，分配更合理。

所谓“大级差”分红办法，就是根
据贫困程度等情况，将建档立卡贫困
户分为A、B、C三类，分红50%用于
扶持A类贫困户，30%扶持B类困难
户，20%扶持C类一般户。

2019年，中楼镇产业扶贫项目
分红达到134.23万元，A类与C类
平均差距达到800元。

实施“大级差”分红办法后，牛素
荣因为有一定劳动能力，被划到C类
贫困户，比B类少拿了200元。虽然
分红少了，但是通过村里积极协调，牛
素荣找到了在养老院做护工的工作，
每月还能多700元的收入。

“通过这种‘大级差’收益分配方
法，使不同贫困程度的群众能够得到
差异化精准化的帮扶，减少了贫困户
等靠扶贫救助、吃‘大锅饭’的现象，
也实现了村里的钱好分了、群众攀比
心理消除的效果，扶贫收益的作用被
最大程度的发挥。”中楼镇党委书记
刘强表示。

目前，中楼镇已建成产业扶贫项
目36个，2019年项目总收益134.23
万元。按照“大级差”收益分配法，
2019年全镇共有536名A类贫困户
人均分红1303元，587名B类贫困
户人均分红781.8元，355名C类贫
困户人均分红521.2元。

近日，安徽巢湖市烔炀镇中李村
振中养殖业合作社和尚圩扶贫鱼塘
边，人头攒动，非常热闹，展现出一幅
人乐鱼欢庆丰收的场景。只见一张
绿色的大网抛撒到鱼塘中，随着大家
的吆喝声，3000斤肥美的鱼儿收入
网中，有青混鱼、胖头鱼、水鲢鱼……
起鱼的工人们虽然衣服都已湿透，但
是脸上绽放出丰收的笑容。

“看！那条青混鱼最起码二三十
斤！小伙子们赶紧帮忙抬。”中李村
党委书记马永宁兴奋地叫青年志愿
者帮忙。志愿者们立马把装满鱼的
筐子抬到圩埂上，分鱼、称鱼、记录、
装车，一气呵成。身着“志愿红”服装
的村干部鲍强强开心地说：“看着这

么多大鱼，我是越干越有劲，今年咱
贫困户的收入又要涨一涨了。”起鱼
的现场到处都有穿着志愿者服装的
红色身影，成为圩埂上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

2018年4月，中李村将200余亩
的施家圩、和尚圩两个闲置的圩口充
分利用起来，以“扶贫给人以鱼，脱贫
授人以渔”为思路，成立振中种养业
合作社，办起了养鱼塘，106个贫困户
主动入股合作社。时隔近2年时间，
到了养鱼塘丰收的季节，振中合作社
理事会召开会议决定对2个鱼塘的鱼
进行捕捞和销售，并将获得的收益分
红给贫困户，增加贫困户的收入，带
领贫困户致富奔小康。

本报讯 记者童政、通讯员陶
耀锋报道：日前，广西壮族自治区市
场监管局公布数据显示，广西已有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92个，地理标志
商标64个，产业年产值达592.98亿
元，惠及农户 124.08 万户、499.05
万人。

近年来，广西市场监管部门着力
发挥职责职能作用，实施商标品牌强
桂战略，制定商标品牌助力精准扶贫
各项措施，持续推进地理标志注册、
运用、管理与保护工作，培育了一个
个耳熟能详的地理标志品牌，在推动
地理标志助力脱贫攻坚工作中取得
了可喜的成效。

在融安县，由于“融安金橘”地理
标志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
品牌效应凸显，产品附加值不断增
加，效益不断攀升。融安县先后涌现
出“富乐园”等企业自主品牌150多
个，全县共有2.38万多户农民种植
金橘，种植面积达到16.7万亩，产量
达14万吨，产值达14亿元，农民人
均单项收入可达5000元，实现农产
品加工、旅游、电商、物流等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

广西市场监管局高度重视地理
标志注册、运用、管理和保护工作，
通过实施商标品牌强桂战略、商标
品牌强桂三年行动计划、制定商标

品牌助力精准扶贫措施、召开全区
地理标志工作推进会等各项举措，
持续推进全区地理标志助力精准扶
贫工作。

通过扎实有效的引导、培育工
作，广西已涌现出横县茉莉花、巴马
香猪、百色芒果、柳州螺蛳粉、南宁
香蕉、融安金橘等一大批区内外享
有盛名的广西地理标志品牌，涉及
水果、蔬菜、家禽牲畜、粮油、茶、林
木产品、传统工艺品以及其他产品
等。其中，横县茉莉花品牌价值
202亿元，百色芒果品牌价值48.02
亿元,融安金橘品牌价值 13.84 亿
元，分别位列“2019中国品牌价值
评价排行榜（地理标志产品）”第
23、58、97位。此外，百色芒果、融
安金橘被国家知识产权局确定为全
国14个地理标志（精准扶贫）运用
促进工程项目。

通过精心培育和宣传推广，广
西地理标志在精准扶贫中的作用日
益凸显。目前，广西使用地理标志
产品专用标志和地理标志商标企业
411 家，形成了“龙头企业（合作
社）+基地+农户+品牌”的品牌经济
发展模式，有力地推动了农村农业
产业高质量发展，带动经济增效、农
民增收，实现地理标志助力脱贫攻
坚目标。

安徽巢湖：

扶贫鱼塘起鱼欢
本报记者 白海星 通讯员 何小娟

在湖北建始县三里乡马坡，县农业志愿服务队“科技田保姆”带队采茶收茶。 冯成华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