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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在国家政策支持和地方积极努力下，青海人口较少民族地区——

人口虽较少，发展动能足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郭静原

56个中华民族大家庭里，有28个人
口数量少于30万的民族，被称为“人口较
少民族”。由于起点低、底子薄，再加上聚
居地区的自然条件通常较为恶劣等原因，
人口较少民族地区长期处于缓慢发展状
态，贫困问题突出，社会事业滞后。为此，
国家制定实施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专项
规划，力图通过重点扶持，逐步缩小乃至消
除其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实现区
域协调发展。

走出民俗旅游致富路

喝着浓浓的熬茶，吃着香喷喷的锟锅，
菩提大树下乘会儿凉，土族特色农家饭菜上
了桌——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小庄村玉秀
农家院女主人席玉秀正招待远道而来的客
人。“土族的歌舞、服饰，还有饭菜很受游客
欢迎。虽然我家不大，但旺季每天净利润能有
3000元左右。去年一年的纯收入近10万元。”
经营了快20年农家乐的席玉秀告诉记者。

作为全国唯一的土族自治县，互助县
通过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实现土族文化
保护传承与脱贫致富“双翼齐飞”。目前，
互助县已发展刺绣、青稞酩馏酒酿造、乡村
民俗旅游等文化产业户500余家。

位于互助县威远镇西郊的小庄村，是个
纯土族聚居村，也是国家5A级景区互助土族
故土园的核心区域。借助于少数民族传统文
化的吸引力，且因紧邻县城、得地利之便，小
庄村的土族风情旅游开展得红红火火。

不过，小庄村党支部书记王国龙坦言，
村集体在发展旅游的路上也有过磕磕绊
绊：“前几年，不少农家乐漫天要价，无序经
营，村容村貌得不到有效整治，院子里苍蝇
蚊子到处飞，游客都不愿来了。”

此后，村民们意识到，即便占尽少数民
族特色优势，也不能再这么“瞎折腾”。王
国龙介绍，村党支部以搭建好旅游经营平
台为契机，成立花袖旅游服务公司，对全村
近100家农家院进行整合，实行农家乐旅
游接待服装统一、住宿统一、卫生间统一、
上岗证统一、菜价统一、厨房灶具统一，即
制定“六统一、一必须”经营管理制度，推动

旅游产业全面提档升级。
“现在全村95%以上的劳动力从事农

家乐餐饮和旅游接待工作，去年接待游客
超过35万人次。村民们不用再出去打工，
外来务工人口远超本村人口。”王国龙告诉
记者，村里建成了上下水管网，接通了户用
天然气，硬化了村庄道路，改造了村民用
电，修建了大型停车场、培训教室等，成为
青海第一个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村，并成为
全县第一个人均纯收入破万元的村子。

从互助县五十镇大山深处搬出来的班
彦村，建起了盘绣园，每天都有10多位土族
阿姑阿奶围坐在一起，绣制她们的拿手绣
品。通过“互联网＋非遗”项目，一件件土
族盘绣作品被争相购买，非遗传承人李六
月没想到，传承千年的盘绣到了她们这一
代不仅没有失传，而且创造了更多财富。

唱响特色产业歌

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在青海省内的区位
来说，地处偏远，人多地少，十年九旱。改
革开放以后，撒拉族群众积极外出务工创
业。“循化县认真分析了群众参与的各种商
业活动后，认为经营拉面是门槛低、风险
小、投资少、收益快、普惠度高的产业，决定
将拉面作为群众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来培
育。”循化县副县长王磊说。

过去，不少循化人经营的拉面馆都靠
挂着“兰州拉面”的牌子打开销路，因为后
者名气更大。“为了更好地扶持全县拉面经
济持续健康发展，从2008年开始，我们先

后在北京、上海、深圳等35个拉面务工人
员较为集中的城市设立劳务办事处，开展
上门培训。”王磊说。

同时，县里一方面大力发展优质高效
生态农牧业，为拉面产业提供绿色无污染
的牛羊肉、面粉等原材料；另一方面重视商
贸流通，通过“互联网＋”等电商平台打造
便捷的营运环节，一批与拉面产业相关的
种植、养殖和加工企业蓬勃兴起。

如今，“90后”青年何文清和几个同伴
创办的“艾麦尔”拉面店已走进青海省的大
街小巷。在有关部门对小微企业的大力支
持下，艾麦尔清真食品开发有限公司还在
循化清真食品（民族用品）产业园里安了
家，生产调味品、牛肉面底料等，供应全国
2760家拉面馆。“我们有专门的辣椒种植
基地，用自己生产的辣椒做调料，形成‘前
店后厂’模式。”何文清说。

这群敢闯敢拼、吃苦耐劳的“黄河浪尖
上的撒拉人”，把一碗拉面做成了拉面产
业，循化拉面“撒拉人家”品牌应势而生，呈
现“小店扩大店、形象店变品牌店、品牌店
向连锁店转变”的发展态势，相继培育出了
撒拉花儿、骆驼泉、艾麦尔、韩鼎记等100
多家餐饮龙头企业。2019年，循化拉面还
组团参加青海省组织的对俄罗斯、埃及、阿
联酋等国家拉面同行的招商洽谈会，推动
拉面产业跨出国门、走向世界。

截至2019年底，循化县在各地的拉面经
营户数已达7811家，从业人员有4.2万人，年
收入达到23.8亿元，拉面产业对全县农牧业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近60%。

走上共同富裕康庄大道

通过激活特色优势产业的活力，发挥
其带动作用，人口较少民族地区乡村振兴
力量持续壮大。江西省京族聚居的金坪
乡，打造“一村一品”，四季皆有瓜果上市；
黑龙江赫哲族聚居乡村开办“渔家乐”，打
响了“赫哲故里”品牌，把旅游产业发展成
支柱产业；新疆把哈萨克刺绣产业纳入自
治区发展纺织服装产业“三城七园一中心”
政策扶持范围，已培养哈萨克绣娘6000余
人，实现刺绣产值2.1亿元……

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
央财政扶贫资金累计投入81.7亿元支持
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十三五”以来，水利部
累计落实中央水利投资2899.6亿元，用于
支持人口较少民族地区重大水利工程和农
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农村水电增效扩容
改造等；卫生健康委安排中央财政补助地
方卫生健康项目资金207.3亿元和中央投
资68.3亿元，支持人口较少民族聚居行政
村改善预防保健和看病就医条件，基本达
到村级卫生室全覆盖，并配备1名全科医
生；交通运输部在人口较少民族相对集中
的8个省区投入3100亿元，民族地区公路
网总里程达118万公里，乡镇、建制村通硬
化路比例分别达到98.3%和96.6%……

在各地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截至
2019年底，2390个人口较少民族聚居行
政村的贫困人口减少到1.2万人，有25个
人口较少民族实现整族脱贫。

5月4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赉特旗好力保镇五道河子村
的田地里，到处可见农民忙碌的身影和穿梭往返的一体化播种覆膜
机。随着播种机缓缓驶过，铺设滴管、播撒种子、覆土覆膜一次完
成。看着这样的播种场面，让人很难相信这片地里种的竟是水稻。

水稻要高产离不开水，但现在，扎赉特旗的水稻家族中有了一个
不一样的“兄弟”，它就是旱作水稻。面对水资源缺乏的不利因素，从
2016年开始，扎赉特旗积极探索创新，引进膜下滴灌水肥一体化节
水高产高效栽培旱作水稻种植技术，当年试种的200亩水稻就获得
了亩产500公斤、亩纯收入800元至1000元的效益。

“玉米的投入，水稻的收入。”这是扎赉特旗五道河子农牧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杜文义对旱作水稻的评价。今年他的合作社种了旱作水
稻4000亩。站在刚刚播种完的垄沟旁，杜文义细数起旱作水稻的优
点：“传统水稻种植技术需要育秧、泡田等多道工序，生产成本高。旱
作水稻省去了扣棚、催芽、育秧、泡田、耙地、插秧等环节，全程机械
化，降低各种投入；去年，旱稻出米量比水稻每亩高100斤。”

扎赉特旗农牧业科技局推广研究员刘复伟告诉记者，以前种水稻
就是大水大肥，而水稻旱种滴灌栽培技术的核心是节水，通过采用膜
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打破传统大水漫灌模式，达到节水效果。“水
稻常规栽培用水量为每亩800立方米至1000立方米，水稻旱作用水
量只需200立方米至300立方米，节水约70%。同时，水稻苗期旱长
还有利于保证稻苗的扎根和蹲苗，增强抗旱能力和抗倒伏能力。”

“水稻旱作”技术的推广，让扎赉特旗走上了一条新型节水增粮
增收的发展之路，更开辟了全新的种植门路，加快了种植业结构调整
步伐。据介绍，今年兴安盟种植水稻面积140万亩，其中扎赉特旗种
植水稻面积90万亩，包括旱作水稻12万亩、水稻78万亩。这也是
兴安盟首次大规模种植旱作水稻，面积、产量、技术均居全区领先。

“12万亩旱作水稻可节约用水1亿立方米，无论是经济效益、生
态效益，还是社会效益，旱作水稻的发展前景不可小觑。”扎赉特旗副
旗长刘海涛说，不仅如此，旱作水稻的品质也毫不逊色，因为覆膜种
植，不需要打除草剂，因此更加绿色环保。

内蒙古扎赉特旗推广节水技术：

旱作水稻越种越多
本报记者 余 健 通讯员 胡日查 高敏娜

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县餐饮龙头企业“艾麦尔”拉面的工作人员在调制拉面酱料。 本报记者 郭静原摄

针对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实际情

况和特殊性，国家制定实施了扶持人

口较少民族发展专项规划，通过重点

扶持，逐步缩小乃至消除其与发达地

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

展。日前，记者走进青海省海东市互

助土族自治县、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探

访人口较少民族地区如何做好乡村振

兴的大文章。

在完成一笔1100斤的大单后，廖红军对自家的茶叶充满了
信心。

廖红军是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的一名茶农。他的老客户都是茶
叶行家，买茶时不仅要品茶，更关注茶叶的生长环境、采摘时间等。每
年出产的茶叶都会有细微差别，因此，这些老客户一般都上门采购。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让这些老客户无法上门验货，茶农
也没有动力采茶。

但白茶的黄金采摘收购窗口期就1个月，眼看着5万多亩茶山
的茶叶都要“砸手里”了，廖红军大胆求变，主动联系浙江卓科电子的
商品溯源平台，将大竹白茶的原产地、环境、加工、运送等各个节点信
息通过物联网传感器数字化并存入蚂蚁区块链开放联盟链上，基于
智能合约功能，构建起从一线采茶人到消费者的“端到端”全链路溯
源链。

当地像廖红军一样的茶农有3600多人。疫情期间，他们都用支
付宝区块链技术实现了生产全流程透明化，来自全国各地的买家不
用上门也能像品茶高手一般，拥有一双能看出茶叶好坏的“火眼金
睛”。

现在，只要打开手机扫码，就能查看大竹茶叶在区块链上记录的
各种信息。这个页面表面上看和普通应用没什么区别，但后台信息
组织和存储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从采茶、炒茶到包装、运输等
各个环节，都拥有一串独特的字符串，也叫“哈希值”。这个“哈希值”
可以类比为这一记录独特的“指纹”：买家可以根据这个“指纹”追溯
到茶叶的流向是否有假，如果发生篡改也会被一一记录下来。

今年4月份，大竹县的茶叶销量比去年有了大幅提升，产值突破
了1亿元。

“今年大竹的白茶产品在5万斤左右，把茶叶信息‘上链’后，很
多客户直接在网上下单，最大的一单有1100多斤。”廖红军说，通过
网上直播，他还教网友如何用区块链溯源辨别茶叶真伪。

疫情未能阻断商机，区块链成了新“农具”，廖红军和大竹的茶农
们运用科技力量成功为自身发展保驾护航。目前，这套区块链方案
已经在大竹县大规模应用，将来还会引入到云南保山等地，成为农户
们的科技新“装备”。

区块链变身新“农具”
本报记者 陈果静

位于秦岭腹地的陕西省柞水县因柞树
而得名。而柞树，恰恰是生产黑木耳的上
等材料。自古以来，柞水木耳就以质地脆
嫩、肉厚鲜美、营养丰富而闻名。

经过多年发展，“柞水木耳”已经形成
了很好的品牌和口碑效应，数据显示，柞水
全县农民一半以上的收入来自木耳产业。

从秦岭野生到家庭作坊种植再到大规
模产业化引领带动，柞水木耳的产业化过
程离不开以龙头企业为主体的现代农业的
集约化投入。如今已成“网红”的金米村智
能连栋木耳大棚，便是由中铁一局投资建
设的。

地处秦岭深处的金米村曾经是当地有
名的贫困村。中铁一局帮扶建设的柞水县
金米园区智能大棚项目是设施木耳种植的
升级版。2019年项目建成后，带动130户
贫困户参与木耳产业发展，实现户均增收
4600元。不起眼的小木耳由此变为增收
致富的“金耳朵”。

精细的产业政策和服务环境是众多现
代农业市场主体投身木耳产业的“定心
丸”。陕西秦峰农业公司是柞水县最早栽
种木耳的企业之一。公司负责人吴晓军
说：“在企业投入初期，我们有两个担心：一
是发展环境；二是成本管控。”让吴晓军印
象最深的是来自当地税务部门的贴心服

务，从建厂开始，县税务部门就主动上门普
及自产自销农产品免税优惠政策，帮助企
业办理增值税优惠备案，精准开展税收政
策辅导，“注册至今，企业已累计享受到20
余万元增值税减免优惠”。

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专业化合作组
织是柞水木耳实现规模化、产业化的三大
主体平台。近年来，围绕“三产”融合，柞水
县先后成立了旅投、扶投、科投、林投4家
国有企业，每家企业分别负责建设1条年
生产能力2000万袋的木耳菌包生产线，以

成本价格向全县各大木耳生产基地供应原
材料。此外，每家企业建设1个加工车间、
1个仓储物流库房、1个废料回收工厂、1
个木耳大卖场，提供加工、仓储、销售、废料
回收等服务，形成了从生产端到回收端的
全链条产业发展模式。

民营企业是柞水木耳生产型服务业的
生力军。陕西中博、陕西野森林、陕西秦峰、
陕西新田地等一大批民营企业聚焦木耳袋
料生产、冷链仓储、配套产品开发、包装营销
等生产服务链，推动各类资源要素向木耳产

业加速聚集。目前，当地从事木耳产业的民
营企业达到230多家，与全县820多家商
户、餐饮企业签订供销协议。如今，柞水木
耳的产业链越拉越长，新增了木耳粉、木耳
茶、木耳冰淇淋、木耳益生菌等深加工产品，
形成了木耳全链条产品矩阵——“小木耳”
生发出的“大集聚”效应日益显现。

壮大、升级农村专业合作社是柞水木
耳产业化的强基固本之策。近年来，柞水
县通过协调金融机构和整合产业扶持资金
等办法，积极鼓励有技术、有场地、有设备
的能人大户，发展木耳大棚、收购加工、物
流运输等合作组织，目前配置在木耳产业
链条上的专业合作社逾300家、家庭农场
50余家，“木耳小镇”、木耳大数据中心、木
耳博物馆以及智能数字木耳农业观光等

“三产”融合项目让“小木耳”的产业形态愈
加丰富。

“我们通过网络渠道将柞水木耳推向
全国。巨大的网络销售市场为我们带来了
前所未有的信心。”电商是木耳等特色农产
品营销的生力军。“秦岭天下”网店就是一
家致力于柞水木耳网络销售的电商企业。

“90后”“村播”李旭瑛告诉记者，2019年，
在当地政府部门支持下，李旭瑛参加了淘
宝直播的培训。不到一年，李旭瑛的淘宝
直播间越做越红火，仅今年3月份，销量就
比2月环比飙升30倍，且85%的销售额都
来自淘宝直播。

近年来，围绕“抓营销，带增收”产业战
略，柞水县借助“国家品牌计划——广告精
准扶贫”推介平台，主动加强与阿里巴巴、
乐选全球、淘宝网等大型线上营销企业的
合作联营，鼓励支持柞水木耳生产企业广
泛采取专场推销、网红推销、活动推销等多
种方式销售木耳，日益健全的线上线下营
销网络体系，让柞水木耳名气越来越大。

陕西柞水县多举措推动木耳产业化：

小木耳成了增收致富“金耳朵”
本报记者 张 毅

图为科技特派
员在对陕西省柞水
县木耳种植户进行
种植技术培训。

（资料图片）

本版编辑 陈 郁 周颖一

贵州省丹寨县森林覆盖率高达 70.68%，林地面积 100.35 万亩。
该县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借林发力，依托林地优势发展林下中药
材、养蜂、养鸡等林下经济产业，农民通过林地流转、基地务工获得收
入，走出了一条增收新路。图为丹寨县兴仁镇烧茶村林下种植基地
农民在管护中药材天冬。 黄晓海摄（中经视觉）

林下经济助农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