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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南：抓产业 稳就业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曹 松

一场春雨过后，广南县杨柳井乡六
郎城村青山葱翠。山下，70 多岁的何安
荣和几位村民正在广南县凌垭种植农民
专业合作社里分拣石斛苗。老人告诉记
者，他和老伴原来没有收入来源，如今，
他们利用政府提供的 5000 元产业扶贫
资金入股合作社，平时可以到合作社做
些力所能及的零活，
“第一年分红是
2000 元，现在已经涨到 4000 元，在这干
活每天还有 80 元收入，生活不愁了”
。
“六郎城村地势独特、
气候适宜，
绝壁
山腰最适宜石斛生长。”
广南县凌垭原生
铁皮石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周艺畅介
绍，以前村民们分散种植不好应对市场，
2014 年村里引进了公司并成立了合作
社，
让群众抱团发展。目前合作社流转村
里山林 1219 亩，现已种植铁皮石斛 400
余亩，
打造出石斛美食等特色产品。
如何让群众从石斛产业发展中持续
受益？针对缺少劳力或者老弱病残等原
因无法发展产业的贫困户，
村里鼓励他们
采取抱团取暖的方式利用产业扶持资金
入股，并在年底实现分红；
针对部分建档
立卡户有劳动能力但没有发展路子的情
况，
合作社积极开展铁皮石斛种植及管理
技能培训，
统一收购村民种植的石斛。
“通过‘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
的发展模式，一头连市场，一头连农户，
着力构建致富共同体，我们累计带动了
680 多户贫困户发展，户年均收入 2 万

近年来，
河北邯郸市实施的一系列精准防
贫措施取得了突出成效。2019年，
邯郸市做到
了全市全年没有一户脱贫户返贫，
也没有一户
非贫户致贫。
“邯郸精准防贫机制有效构筑起
了贫困再生的
‘截流闸’
，
获得了控制贫困增量
的预期效果。
”
邯郸市委书记高宏志说。
“农村很多家庭原本不是贫困户，
但收入
不高，
一场重病就可能使家庭陷入贫困，
属于
边缘贫困户。”邯郸市扶贫办主任杨连海表
示，
针对贫困边缘户和不稳定脱贫户，
从 2017
年开始，该市在全国率先探索实施精准防贫
机制，
杜绝这两类群体因病、因学、因灾、因创
业失败等各种原因导致的贫困或者返贫。

资金从哪来？
设立防贫救助基金

要使防贫救助措施得到有效落实，
准备充
足救助资金是重要保障。为了有效解决这个
问题，
邯郸市以县（市、
区）为单位，
设立精准防
贫救助基金，
基金由县级政府负责筹集，
来源
为各级财政社会救助资金、县级预算内资金、
社会捐赠资金等，
基金实行动态管理，
年度内
出现缺口的县级政府负责补足，
盈余的部分结
转下年。
“这样的制度安排保证了资金来源，
确
保了防贫救助政策能够长期稳定执行。
”
邯郸
市扶贫办政策法规处处长张向前说。
在防贫救助基金使用上，邯郸市创新性
地采取了
“防贫保险”
办法。即由县级地方政
府与保险公司达成协议，以政府购买服务的
方式，以辖区内农村人口 10%的比例框定防
贫人数，按年人均 50 元的标准购买防贫保
险。通过农户自下而上申请，或者相关政府
部门自上而下对防贫大数据筛查预警，当有
符合条件的农户需要防贫救助时，由保险公
司核查后向救助对象发放救助金。魏县是邯
郸最早试点
“防贫保险”
的县之一，
县扶贫办主任陈瑞学告诉经济日报记者：
“将
保险公司纳入政府防贫工作，一方面借助保险公司的专业人才，在救助对象标
准核查、损失认定计算上确保了专业精准；
另一方面有效避免了由政府部门认
定救助时，
可能出现的不作为等问题，
确保公平公正。
”
张向前表示，防贫保险名义上投保 10%，实际上全市 580 多万农村人口都
是保障对象。2017 年以来，邯郸市共核查防贫预警对象 33704 户，核实救助
2992 户，
发放救助金 3270.6 万元。

救助什么人？
“四类情形”可以申请
要使防贫救助措施得到有效落实，精准识别防贫救助对象是核心内容。
邯郸市制定了《邯郸市精准防贫工作实施办法（试行）》，对救助对象认定、标
准、方式等内容作出明确规范。该试行办法规定，凡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
全市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
同时符合
“四类情形”
的，
均可申请防贫救助。
在医疗救助方面，
不稳定脱贫户、边缘户因病住院分别以自付费用 0.5 万元
和 2 万元为防贫救助起付线，达到此线的实行阶梯式救助，户年救助金额最高
20 万元；
在教育救助方面，
防贫救助对象子女注册正式学籍、
在接受义务教育之
外全日制学历教育（包括顶岗实习，不含高费择校）期间，以年支付学费、住宿
费、教科书费合计 0.8 万元为防贫救助起付线，超过此线部分实行阶梯式救助；
在意外事故救助方面，
防贫救助对象因意外事故在商业保险赔付和社会救助后
以损失 1 万元为防贫救助起付线，
达到此线的实行阶梯式救助，
一次性救助金额
最高不超过 5 万元；
在产业风险救助方面，
家庭自主经营的政策性农业保险覆盖
范围以外的特色种养业项目，因自然灾害造成生产经营设施和产品损失的，或
因市场价格原因扣除物化成本后造成经营损失的，以一次性损失 0.5 万元为防
贫救助起付线，
达到此线的实行阶梯式救助，
户年救助金额最多 3 万元。
以广平县南关村村民管晨旭为例，去年 9 月他考上河北传媒学院，缴纳学
费、住宿费、教材费等 24400 元，申请助学贷款 8000 元，自费 16400 元。管晨
旭家里 6 口人，家庭成员年人均收入 4598 元。县扶贫部门和保险公司核查认
定，
管晨旭符合教育救助对象标准，
并向其发放防贫救助金 11440 元。

如何不遗漏？
严格落实结对帮扶

云南广南县底圩乡群众正在采摘最后一批春茶。

圆梦社区圆了创业梦
本报记者 曹 松
穿针、
引线，
把各式各样的彩珠编织
成串……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
南县的圆梦社区，记者见到杨进忍和侯
重花这对苗族夫妻时，
他们正在自己的
服装铺子里制作苗族服饰。
“我从小就喜
欢做这些衣服，
全是手工的，
这一套卖出
去得1000多块钱呢。
”
侯重花说。
住在城镇里，
在自家楼下就能开服
装店，这是杨进忍从前想都不敢想的事

脱贫攻坚既要富群众的“口袋”，也
要富群众的“脑袋”。为了改变“干部跑
断腿，群众晒太阳”的怪现象，广南县着
力在激发群众内生动力方面做文章。
“阿渺村是一个壮族村寨，
有很多传
统文化，
如何保护挖掘这些民族文化，
今
后能不能发展旅游？”近日，在广南县篆
角乡举行的一场干部向群众述职大会
上，村 民 权 文 向 在 场 干部提出一 个问
题。随后篆角乡党委书记李玖富根据乡
里的产业发展规划，
向数百名群众解答。
“这个大会好，老百姓了解了政策，
知道干部在做什么，我们也要和干部一
起努力建设好村寨。
”
阿渺村村民陆凤鸣
为述职大会点赞。
乡村组三级干部向群众述职，将工
作成效、存在问题和下一步工作打算展
现在群众面前；
群众自主发言，
对干部述
职进行现场点评，对关心的问题现场提
问。
“一来一去，
增进了干群关系，
切实提
升了群众参与脱贫攻坚的积极性，干部
与群众内生动力得到全面激发。
”
李玖富
表示。
巩固脱贫成果，要从“要我脱贫”向
“我要脱贫”
转变。广南县以干部进村住
户“十到十同”群众工作法为载体，坚持
“问题导向”
开好群众会，
将群众最关心、
最关注的发展问题摆上会议日程，突出
开会是为了解决问题、宣传党的政策，
发
动群众参与脱贫攻坚，真正体现群众的
事让群众说了算，
干部和群众一块儿干，
依靠群众力量全民参与，充分调动人民
群众的参与度和积极性。
目前，
广南全县各级干部运用
“十到
十同”群众工作法，为老百姓办好了 3.2
万件实事，
解决了 6 万多个困难问题。
从西洋江畔到八宝河坝、从壮乡苗
岭到田间地头，
眼下，
广南全县干部群众
正鼓足干劲，
以
“真拼实干、马上就办”
的
作风向高质量脱贫发起冲刺。自力更
生、苦干实干，
勤劳致富的思想正在广南
县贫困群众心中生根发芽。
“未来
‘又广又难’
将不再是广南的标
签，
广南将打造成生态优美、
经济发展、
乡
村振兴的
‘天之广、
云之南’
原生态健康生
活目的地。
”
广南县委书记芶开波说。

河北邯郸致力控制贫困增量

特色产业全覆盖

元。”
周艺畅说。
立足资源，靠山吃山。在底圩乡 20
万亩茶山上，当地村民正忙着采制最后
一批春茶。底圩乡党委书记李俊介绍，
底圩茶叶种植历史悠久，是云南省茶叶
种植面积较多的乡镇之一，目前还保存
着百年茶树群约 1000 亩，目前乡里建成
茶叶基地 16.8 万亩，户均达 22 亩以上，
2019 年实现茶叶产值 1.875 亿元。
为提高贫困农户的参与度，底圩乡
以 6 家茶叶合作社为抓手，引领茶农积
极参与生态茶园发展，逐步提高茶叶产
量和品质，有效促进茶叶增产、茶农增
收。目前，全乡有 456 户贫困户通过管
茶采茶，户均实现年增收 2 万元以上。
“下一步我们将着力调整产业结构，
以传统茶叶产业为基础，
种植八角、柠檬
等，确保贫困户长期稳定增收。
”
李俊说。

河北邯郸魏县前大磨乡赵枣林村村民在扶贫微工厂工作。
（资料图片）

翔

“广南、广南，
又广又难”
。云南省文
山州广南县长期戴着“贫困帽”，县里的
“穷名声”
更是远近皆知。
地域广、工作难，
贫困发生率一度高
达 20.14%——这曾是广南的标签和现
实。截至 2019 年底，广南尚有建档立卡
贫困户 9641 户 40542 人，是云南 7 个尚
未摘帽的贫困县之一。
今年 3 月，云南省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百日总攻行动全面启动。广南县在解
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的基础上，
聚焦产业和就业，不断增加贫困群众收
入，激发群众脱贫致富内生动力。

每天一大早，住在广南县城圆梦社
区的蓬文连就来到社区里的广南行致远
鞋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作。
“搬进了新
楼房，
下楼就能上班，
圆梦社区真让我圆
了梦。
”
蓬文连说。
蓬文连一家以前住在离县城 50 公
里远的珠琳镇。
“ 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
坡，
贫困出不去，
小康进不来。
”
蓬文连这
样形容过去的生活。为了让困于深山中
的贫困群众摆脱恶劣的生活环境，广南
县拿出紧邻云桂铁路广南县站和工业园
区的“黄金”地段，规划 600 亩土地建设
文山州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
——圆梦社区。截至 2020 年 2 月，已有
8400 多名群众搬迁入住，其中建档立卡
贫困户有 6134 人。
搬出来，更要稳得住。广南紧抓搬
迁群众就业问题，奋力书写好易地扶贫
搬迁
“后半篇”
文章。
“制鞋车间现有生产机器 60 台，有
80 多 名 员 工 在 这 上 班 ，每 个 月 工 资
2000 元至 4000 元不等。”返乡创业的广
南行致远鞋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廷义介
绍，他们的产品年产值可达 500 万元，未
来还将给社区群众提供更多就业岗位。
除了楼下的扶贫车间，距离圆梦社
区 1.5 公里的广南国际鞋服城，也是广
南县为解决易地扶贫搬迁群众充分就业
而
“量身定制”
的好去处。广南华南鞋服
有限公司总经理周亚君介绍，目前这里
已有 5 家企业入驻，开发就业岗位 4800
个，实现稳定就业 1200 人，为圆梦社区
安 置 点 搬 迁 群 众 预 留 工 作 岗 位 3600
个，
“ 在这里工作人均工资在 3500 元以
上，
基本上一人就业，
一户就能脱贫”
。
就业是贫困家庭实现稳定脱贫的重
要措施，广南县同步推进搬迁后续产业
发展和转移就业工作，通过外出务工就
业一批、国际鞋服城就业一批、扶贫车间
就业一批、公益性岗位就业一批、发展产
业带动一批、土地流转增收一批、社会保
障兜底一批“七个一批”政策，确保有劳

激发动力防返贫

精准防贫 不留穷根

就业岗位有保障

动力的贫困家庭至少有 1 个劳动力稳定
就业。截至 4 月底，广南县农村劳动力
转移就业 23.03 万人，其中贫困劳动力
6.95 万人。

本报记者 宋美倩 陈发明 通讯员 王

依托高原特色产业资源优势，广南
重点围绕高峰牛、八宝米、油茶、茶叶等
主导产业，构建入股分红、保底收购、土
地流转收益等利益联结机制。目前，共
有 127 户新型经营主体与建档立卡贫困
户建立帮贫带贫利益联结机制，实现产
业和新型经营主体对有产业发展条件的
2.6 万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两个全覆盖”
。

情，
“住进了圆梦社区，
真圆了创业梦”
。
过去，杨进忍一家住在西基德村，
进村只有一条土路，村里农货出不去，
村外的产业进不来，
贫困就像矗立在面
前的大山。虽然侯重花心灵手巧，
但她
做的苗族服饰根本没有销路。杨进忍
不甘心，要出去闯一片天。他去广东学
过电焊，在县里踩过缝纫机，靠给别人
打工勉强维持生计。

2018 年，他们一家被划为易地扶
贫搬迁户。2019 年，杨进忍一家搬到
了圆梦社区集中安置点。
搬出了大山，住进了楼房，怎么解
决生计成了两口子接下来考虑的问
题。广南县有少数民族人口 52 万人，
看到社区里众多穿着苗族服饰的群众，
杨进忍冒出了一个念头，
为什么不把做
民族服饰当成一份事业呢？就这样，
夫

本报记者 曹

松摄

妻两人张罗起来，
在社区楼下租了间铺
子做起了服装生意。
“ 现在小店越来越
有名气了，
不仅社区的居民们会来选购
服饰，
还吸引了周边乡镇的百姓。
”
杨进
忍乐呵呵地说。
2020 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让订单大减，对店铺经营造成冲
击，
但杨进忍利用这段时间专心考察布
料机器，
培训绣娘，
研发新花色，
还参加
了县人社局组织的创业培训。
“疫情影响是暂时的，相信我们的
生意会越来越好。”夫妻俩对新生活充
满了期待，而且对未来还有更大的目
标，
“下一步我们要做大，
接一些外国订
单，招更多工人，带领贫困妇女一起在
家门口挣钱致富，
传承非遗技艺”
。

要使防贫救助措施得到有效落实，落实点对点、人对人的责任机制是重要
环节。张向前告诉记者，邯郸在落实责任机制上狠下功夫，除了充分发挥大数
据精准识别功能外，还对有可能出现返贫、致贫问题的重点人群建立了帮扶人
联系制度。
早在 2013 年 2 月，邯郸市就在全市党员干部中启动了“一帮一”结对帮扶
活动，活动开展 7 年来，全市共有 2.9 万多名机关干部参加，先后与 7 万多户困
难群众结成帮扶对子，在帮助群众脱贫致富的同时，防止返贫问题发生。同
时，对每个接受过防贫救助的家庭，该市规定必须有一名乡村干部作为该户的
帮扶联系人，每季度至少入户走访 1 次，了解防贫救助对象家庭保障脱困情
况，
发现问题随时帮助解决。
截至目前，各级干部已走访贫困群众超过百万人次，帮助解决困难 11 万
次以上，其中对 1700 多人实施了就业援助，使防贫工作得到有效落实，切实做
到有贫就扶、不落一人。
邯郸魏县前大磨乡赵枣林村 29 岁的青年妇女孙薇薇，是一个已脱贫的建
档立卡户。但家里条件不好，收入只靠丈夫打工挣钱，属于“不稳定脱贫户”。
去年，县审计局帮扶干部李文献在对口走访中得知情况后，立即与村扶贫微工
厂联系，介绍孙薇薇到工厂缝纫加工书包，这样既可以得到固定收入，也方便
照顾家人。
“在这里打工，每天收入七八十元，收入上去了，日子也好过了，现在
心里踏实多了。
”
孙薇薇高兴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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