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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

本版编辑 王薇薇 李 景

大化：“联建联养”深耕现代农业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童 政 中国县域经济报记者 陈自林

在大化县大化镇百秀肉牛养殖场内在大化县大化镇百秀肉牛养殖场内，，贫困户陆凤爱正在喂养肉牛贫困户陆凤爱正在喂养肉牛。。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山东枣庄市薛城区：

种小西瓜得大收益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张 生

“石山面积占全县的90.1%，石漠化
严重，人均耕地面积不足0.8亩，局部地
区不足0.3亩，大多都是从石头缝里开
掘出的东一块西一块的‘望天地’。”广西
大化瑶族自治县县委书记杨龙文这样形
容大化这片土地。

当前，大化县还有未脱贫贫困村24
个，要啃的“硬骨头”很多。如何在大石
山区恶劣的自然条件下突破产业扶贫长
期难以突破的瓶颈？大化提出了“联建
联养”的产业发展思路。

让贫困户拧成一股绳

直到2018年以前，大化主要采取的
模式是将产业奖补资金直接发放给贫困
户，由贫困户自主支配使用。

比如，大化县有养殖脂肪含量少、口
感鲜嫩的七百弄鸡传统，2016年该县正
式启动七百弄鸡的产业化养殖。在产业化
初期，曾把鸡苗免费发给贫困户，补贴资
金也直接发到户，但大石山区里的多数少
数民族群众缺乏养殖、防疫等技术，相关部
门也很难全面培训，导致鸡容易生病、成活
率低。同时，有些农户养了一段时间后不
养了，将鸡舍拆除，造成资产流失。

“深度贫困地区群众多数劳动能力
较弱，靠贫困户单打独斗不行，要想办法
把他们组织起来。”杨龙文说。

“联建联养”就是把群众组织起来，
走规模化、集约化道路。“联建联养”的特
点主要体现在“四联”上：一是乡村组织
联引。乡（镇）党委负责组织各村党组织
深入调研，做好项目规划，指导各村选准
项目，加强扶贫种养场的水、电、路等配
套设施建设。各村党组织结合本村资源
优势，选准产业项目，做好规划布局。二
是多户合作联建。村屯党组织强化农户
自主合作，以农户自主联建模式，带动贫
困群众走市场化、规模化的现代农业发
展之路，有效增强自我“造血”功能。三
是共管轮值联养。每个联建联养点聘请
一名管理员，负责该点的建设管理工作，
贫困户在管理员的统一管理下轮流出
工，若贫困户因事因病不能出工出力的，
可委托他人或出资请人代替其出工出
力。四是效益分配联享。产品出售后，
扣除种苗、饲料、水电、药品、管理员补
助、场地租金等养殖成本，剩余利润以

“乡村组织引导、参与群众商议”按户分
配，并提留一定比例利润作为村集体经
济收入和联建联养点维护资金，以保障
联建联养点可持续发展。

七百弄家禽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蓝志平告诉经济日报记者，他们正在建
一个“联建联养”扶贫种养场，计划年产
七百弄鸡6万羽，目前已有6户贫困户
报名，他以资金入股，贫困户以政府的产
业奖补资金和出工入股，他按照出资比
例分红，贫困户因为出资一样，分红因投
工投劳不同会略有差异。

大化七百弄鸡发展办公室主任覃拥
军告诉记者，过去，县里有些贫困户将产
业奖补资金入股企业领取分红。现在，

“联建联养”模式使得贫困户直接参与建
设、养殖和监督，提高了积极性，激发了

内生动力，也提升了养殖技术。同时，也
让村里积淀了产业基础设施，形成一定
规模的产业，极大地发挥了产业扶贫资
金的使用效率。

一些收益比较高，但投入比较大、周
期比较长、贫困户独家独户不可能发展
的产业，也因“联建联养”模式得以发展
起来，大化县都阳镇忠武村的沃柑产业
便是这样一个例子。

记者来到忠武村海拔300多米的东
皇岭，放眼望去，雾水朦胧中，200多亩
种植3年的沃柑树依山种植，一朵朵洁
白的小花布满了沃柑树枝头，远远就闻
到了清甜的香味。近年来，柑橘市场变
化很快，但忠武村东皇岭农民专业合作
社“联建联种”的“东皇岭沃柑”却在柑橘
市场和电商平台上热销。

忠武村驻村第一书记蓝春林告诉记
者，沃柑虽然经济效益高，但要3年后才挂
果，种植技术要求比较高，村里163户村
民通过现金、土地、树木等方式入股合作
社，其中贫困户106户。去年，忠武村卖
出了第一批沃柑，预计到丰产期后，每年
将给村里带来200多万元稳定收入。

政府搭台群众唱主角

“联建联养”模式在大化取得了初步
成效，然而贫困村的产业相对脆弱，如何
应对病虫害、市场等风险呢？这就需要

“联建联养”建立起完善的产业配套支
撑。为了培养发展七百弄鸡产业，大化
专门成立了七百弄鸡发展办公室，从产
业规划、技术指导、宣传推介、市场销售
等方面全产业链服务引导产业的发展。

为了保障“联建联养”扶贫种养场的
高效运转，大化要求各乡镇进行“五统”
规范管理：一是统一进苗购料。参与联
建联养贫困户共同协商确定养殖品种、

养殖规模、养殖方式、供料模式，统一进
苗、统一进料。二是统一技能培训。由
县直属业务部门组建技术专家团队，集
中所有扶贫种养场的管理员和贫困户统
一养殖技能培训。三是统一防疫服务。
由县级防疫服务队采取包片负责方式，
指导联建联养点的疫病防治，统一防病
治病。四是统一管护喂养。每个扶贫种
养场制定共管轮养制度，规范喂养操作
和流程，统一管理和饲养。五是统一定
价销售。每个扶贫种养场销售的产品，
要通过全体参与联建联养户按市场行情
协商，统一销售价格。

目前，大化的4个种鸡场实现了年
500万至600万羽的育苗能力，保证了
鸡苗的供给。为了确保销售端平稳，一
方面启动“美食驱动”战略，通过创建美
食之乡，对外推介大化的优质食材。同
时，在大化镇苏烈屯建成了七百弄鸡文
化展示厅，着力打造特色文化品牌，传播
七百弄鸡文化，不断提升七百弄鸡的魅
力和美誉度。

另一方面，大化还利用电子商务和
冷链物流中心实现了产、供、销一体化体
系建设。在大化镇大化社区那天屯冷链
物流中心，一排排设备一字排开。冷链
物流中心规划用地面积120亩，建筑面
积48960平方米，总投资1.5亿元。

这个去年才成立的冷链物流中心，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发挥了重要作
用。在疫情严重时，很多地方道路不
畅、活禽市场关闭造成活鸡出现滞销。
但大化肉鸡养殖产业几乎没受影响，这
得益于冷链物流中心及时收购屠宰。

“疫情期间，每天可以加工3万只七
百弄鸡，现在南宁、北海、柳州等地的养
殖大户都在我们大石山区的冷链物流仓
库租场地。”冷链中心办公室主管陆康表
示，项目全部建成后，将形成年屠宰猪牛
羊等活畜约80万头、活禽交易量约800
万羽、屠宰量约500万羽、肉类储备达2
万吨、年产值10亿元以上的产业规模，
政府搭建的冷链物流中心平台成为“联
建联养”的重要保障。

“‘联建联养’扶贫产业发展新模式
就是贫困户抱团发展、轮值轮养、利益共
享，政府在生产组织、技术支撑、市场销
售等方面统一扶持，有效破解了产业发
展瓶颈，带动更多贫困群众走上了市场
化、规模化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大化
县县长蓝胜说。

扶贫种养尝到甜头

在大化县雅龙乡温和村弄仍屯，建

档立卡贫困户蓝飞望着石头旮旯里的牧
草，眼中充满了笑意。村里“联建联养”
扶贫养殖场目前共存栏牛犊50头，由村
民联合轮值饲养，当日轮到蓝飞去割草
喂牛。

2018年，在上级部门的牵线搭桥和
帮扶下，雅龙乡党委、温和村党支部与牧
业公司达成协议，建设“联建联养”养牛
扶贫种养场。

土地少就“粮改饲”，改种全株玉米
和牧草，不仅可以喂牛，1亩地的年收益
从原来的700元提高到1750元；缺少资
金和技术，就采取“企业+专业合作社+
基地+农户”模式，多方筹资、多方支持，
共同分红、共同受益；缺少劳动力，就以

“1个固定管理员+每日每户农户出1
人”方式，轮流喂养牛犊。

“由于我没多少钱，所以只能用奖补
资金入股。”蓝飞如今又多了一个身份
——“股民”。他只要按照值日表，每月
到扶贫种养场喂牛1天至2天，就能得
到分红。其余时间，可以一边在家安心
照看两个读小学的孩子，一边打零工
创收。

说起雅龙乡这几年的变化，未脱贫
的胜利村弄记屯也值得好好讲讲。几
年前，村民韦有元外出务工赚了钱，为
了风风光光回家过个年，在县城买了一
辆摩托车骑回村里。他骑摩托车到离
家两三公里的弄礼屯后，面对莽莽大山
的封锁，只好把摩托车寄存在朋友家
里，一路翻山越岭才回到家。据了解，
2017年，该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动态调
整后，胜利村贫困发生率一度高达
93.44%。

近日，记者来到胜利村却看到另外
一番景象：新修的屯级道路上，不时有摩
托车驶过；标准化旱藕粉丝加工厂内，十
几名瑶族群众正在车间里分拣、扎把、包
装；扶贫养殖场里的肉牛，被养得膘肥体
壮……整个村的面貌焕然一新。

胜利村贫困户班岸家是“联建联养”
扶贫种养场受益者。他种植1亩多牧
草，每年2月全家外出务工，其牧草交给
哥嫂代收割转销给合作社，1亩地的年
收益大幅增加。

“胜利村弄代肉牛扶贫养殖场去年
底出栏了44头西门塔尔肉牛。按公司
协议保价回收，入股的109户贫困户，
扣除持续发展本金后，每户得到入股分
红1000元。”胜利村驻村第一书记王晖
说：“‘联建联养’扶贫种养场让群众有
了‘长期粮票’，去年全村443户 2445
人 实 现 脱 贫 ，贫 困 发 生 率 降 到 了
36.32%。”

“小个头，大收益。别看每个西
瓜只有两公斤左右，可是它皮薄、多
汁、味甜，1公斤可以卖到16元呢。”
近日，在山东枣庄市薛城区巨山街
道大吕巷产业扶贫大棚内，说起种
植的“早春红玉二号”西瓜，扶贫基
地负责人李春凯颇为自豪。

围绕“防返贫”工作，山东省枣庄
市薛城区持续加大产业扶贫力度，走
出了一条由巩固脱贫成果到高质量
脱贫转变的产业扶贫之路。眼下，正
是大棚西瓜上市的季节，看着一个个
翠绿的西瓜密密麻麻地挂满大棚，正
在忙碌的大吕巷村脱贫户田厚荣打
心眼里开心。“我在这里打工，每天收
入60元，加上年底分红，每年收入
2万余元。”田厚荣说，回想3年前，她
的丈夫突患胃癌，为了治病花光了家
里所有的积蓄，虽然有低保，但一家4
口生活困难。就在这时，村里投资建
设了产业扶贫基地，田厚荣被评定为
建档立卡贫困户，享受扶贫政策的同
时，被安排到扶贫大棚干活，她也走
出了困境。

为加大产业扶贫力度，2017年，
巨山街道投资45万元专项扶贫资
金，用了仅仅3个月的时间就建成了
6个高标准大棚。大棚建成后，由于
当地的土壤和水分比较特殊，不适合
种植一般农作物，这样的制约条件一
度让新大棚成了摆设。相关部门了
解这一情况后，迅速从外地聘请了
农业专家，对土壤、水质进行检测，
找到了适宜种植的“早春红玉”西瓜
品种。

“这个西瓜不同于普通西瓜，它采
用的是立体种植方式。因为是吊起来
长，所以采光更好，西瓜甘甜可口。最
重要的是它的产量是普通西瓜的3

倍，产生的收益更大。”李春凯介绍。
然而，由于没有品牌和名气，大

吕巷的小西瓜一度滞销。巨山街道
了解到实际情况后，积极与电商平
台对接，为小西瓜找销路。

现在，大吕巷特色小西瓜早已畅
销线上线下，当地村民还给它起了一
个响亮的名字——“大吕巷扶贫一
号”。通过特色西瓜的品牌带动，大
吕巷产业扶贫基地也有了名气，其他
的蔬菜和水果也畅销起来。

目前，巨山街道11个扶贫大棚
陆续进入收获期，扶贫大棚内圆滚
滚的小西瓜吊满了瓜藤，红红的西
红柿坠弯了枝丫，尖辣椒也都硕果
累累。来自大吕巷村的脱贫户正在
大棚内忙碌，收获着丰收的喜悦。

“这几年，通过街道、村委会的
帮扶，我家脱了贫，街道和村里还给
我刷了墙，装修了房屋，日子越过越
好。”田厚荣说。

2014年以来，薛城区把脱贫攻坚
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来抓，将产业扶
贫和项目管理作为扶贫开发的长远之
计、治本之策，以产业扶贫项目为载
体，根据各地基础条件、资源禀赋不
同，把地方优势产业做大做强，推行

“区域特色产业+”“农业经营主体+”
等模式，实施种养、光伏等特色产业项
目，让产业扶贫项目成为拉动贫困群
众增收的有力“引擎”。

截至目前，该区共投入各级专
项扶贫资金4607.94万元，实施扶贫
项目247个，其中产业扶贫项目159
个，累计收益 1099.33 万元，带动
3236户贫困户脱贫。“十二五”期间，
该区30个省定扶贫工作重点村全部
退出，7 个市定贫困村全部摘帽，
7704户15041人全部实现了脱贫。

“‘五一’期间，我家接待游客
200多人，生意很好。”45岁的安徽
省池州市石台县仙寓镇大山村双坑
组村民雍家传告诉经济日报记者，石
台县海拔高，生态环境好，景色优美，
适合发展休闲旅游。

“前几年在外面打工赚了点钱，
就回来办起了‘仙寓人家’农家乐。
由于美丽乡村建设提速，现在路通
了，环境也变好了。”雍家传去年投资
100万元新建房屋、改善环境，农家
乐扩大规模后，年收入达到50万元。

石台县有以牯牛降风景区为代
表的山岳风光，以秋浦河为代表的水
域特色，以蓬莱仙洞为代表的溶洞景
观，以大山富硒村为代表的田园风
景。青山湖泊、梯田瀑布遍布乡野，
步步是景。在这里，农耕文化、红色
文化特色鲜明，处处含韵。“人行明镜
中，鸟度屏风里”就是石台风光的真
实写照。

如何把丰富的旅游资源转化为
脱贫引擎？近年来，石台县以脱贫攻
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深度挖掘

“山水土气”生态优势资源，将生态旅
游作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产
业，将“旅游+扶贫”作为打赢脱贫攻
坚战的重要抓手，培育建设乡村旅游
点14个，带动1853名贫困人口稳定
脱贫，其中，石台县矶滩乡洪墩村成
功创建AAA级旅游村。

几年前，洪墩村还是个名不见经传
的小山村，没有村集体经济，群众收入
微薄。近几年依靠省级生态村的招牌，
村里打造了“慢村”乡村旅游项目，如
今已经成为石台乡村旅游的经典线路。
游客来了，村民的腰包也鼓了起来。

在持续推进乡村旅游扶贫中，石
台采取“四轮驱动”方式，即旅游线路
扶贫、旅游景区扶贫、旅游商品扶贫、
旅游就业扶贫4条路径。“龙头企业+
村集体+农户”“旅游风情镇+配套产
业+乡村旅游+农户”“基地+农旅文
旅产品+农户+旅游购物+综合培
训”等旅游扶贫模式。“旅游+”加出
了精准扶贫新动能，更加出了脱贫攻
坚的信心。在仁里镇三增村，村民何
战胜高兴地说，自己通过土地流转、
在合作社务工、喂养土鸡，年收入超
过4万元，实现了稳定脱贫。

4月29日，《安徽省人民政府关
于萧县等9个县（区）退出贫困县序
列的公告》发布，石台县作为9个县
（区）之一，符合贫困县退出标准，顺
利脱贫摘帽。

“石台县退出贫困县序列后，我
们将继续打好健康、富硒、旅游三张
牌，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强化产业扶
持，促进园区发展，不断壮大县域经
济，奋力书写摘帽后高质量发展新篇
章。”池州市扶贫开发局局长吴作
知说。

安徽石台县：

山水风景乐游人
本报记者 白海星 通讯员 邓 柱

图为安徽石台县秋浦河风景。 邓 柱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