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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

2020 年 6 月 15 日

星期一
ECONOMIC DAILY

宁夏西吉：向精准扶贫最后阶段冲刺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许 凌 拓兆兵

养殖业成为“新宠”
全 县 49.6 万 人 口 ，建 档 立 卡 人 口
155581 人。对于人口仅 640 万人的宁
夏来说，西吉县贫困面和工作量可以说
是周边县区的 3 倍以上。
“除了工作压力
大，我们扶贫工作还存在短板多、历史欠
账多等问题。”西吉县扶贫办主任苏占
成说。
苏占成告诉记者，前几年县里没有
路修路、没有水建饮水工程、没有房建
房，这种缺啥补啥“大水漫灌”的扶贫方
式，一年忙下来，越干漏洞越多，越做贫
困群众意见越大。
脱贫攻坚要有统领全局的产业，
“西
吉的问题就出在这里”
，苏占成越谈兴致
越浓。2016 年以前，西吉是宁夏响当当
的马铃薯种植大县，全县马铃薯面积达
110 万亩以上，鲜薯产量达 180 万吨，单
项增加农民可支配收入 1500 元左右。
“可由于马铃薯市场价格十分不稳定，
单
靠这一产业脱贫，心里实在没底。”火石
寨乡党委书记王生海实话实说。全乡 9
个行政村 5313 户人家，户均 10 亩地，最
高年头马铃薯种植面积达到 5 万亩，可
马 铃 薯 市 场 价 格 不 太 稳 定，前 年每 斤

带苗入社 户社双赢
本报记者

唯有改革方能解难题

西吉县，地处西海固，是宁夏南部山
区最大最穷的县区。山大沟深，干旱少
雨，直至今日仍是宁夏唯一的未脱贫县。
“尽管我们县已把贫困发生率从
2014 年的 34.4%降至去年的 0.95%，但
剩余 4340 人仍占宁夏全区贫困人口的
23%，应该说是宁夏脱贫攻坚最难啃的
骨头。目前，我们正开足马力实施最后
冲刺！”西吉县委书记王学军语气坚定
地说。

河北衡水产业扶贫出新招——

0.32 元，去年涨至每斤 0.8 元，再加上由
于环保排污高标准限令出台，县乡多个
淀粉加工企业停产，马铃薯销售环节不
可控因素成为产业发展的最大风险。
养牛，成为西吉县产业发展的新选
择。
“不过，为了发展养牛，
必须把种植马
铃薯的几万亩耕地腾出来改种青贮玉
米。2017 年至 2019 年，火石寨乡青贮
玉米种植面积达到 3 万亩，养牛存栏达
2000 头、羊 2 万只。去年底，全乡人均
收入 10315 元，其中种植业占 14%、养
殖业占 32%、劳务输出占 42%、政策性
收入占 12%。
”
王生海说。
“我们乡贫困户养牛收入占年收入
的 48%。”偏城乡党委书记马绍瑞说。3
年前全乡养牛存栏 9000 头，目前达到
1.8 万头，翻了一番。
“ 种 10 亩马铃薯不
如卖 1 头西门塔尔牛！”没等记者发问，
姚庄村建档立卡贫困户马德强抢着说。
马德强拉住记者来到他家牛圈：
“你看我
家这牛舍建得怎么样？3 年前养 2 头牛，
眼下养了 29 头牛，钱从哪来？乡政府担
保无息贷款 10 万元，去年卖 10 头牛净
赚了 6 万元，俺家连老带小 6 口人的日
子不用发愁了。”
“全县养牛业迅猛发展，不仅市场
好 ，也 有 好 政 策 帮 忙 。”苏 占成介绍
说，金融扶贫实施无抵押物担保贷款，
户 均 5 万 元 至 10 万 元 。 每 头 牛 买 保
险，贫困户支付 6%，政策补贴 94%；
养殖基础母牛每头补 200 元，西门塔尔
牛每头补 300 元……
有道是
“好风凭借力”
，
仅仅两三年，
西吉县马铃薯种植面积下降至 70 万亩，
青贮玉米和草畜分别增至 60 万亩和 80
万 亩 ，牛 出 栏 42 万 头 ，养 殖 业 增 长
192%，
一跃成为新
“当家小生”
。

怎样确保 4340 名贫困人口最后脱
贫摘帽？如何实现各级干部认真履职、
联动互动、形成合力？改革，
只有改革能
够破解实践中的难点痛点。要让贫困户
脱贫摘帽，先要扭转干部作风。
“ 扶贫体
制机制改革刻不容缓！”
王学军说。
自 2017 年 10 月份起，西吉全面实
施“443”监管机制。第一个“4”是实行
四支队伍互相监督制约，即由相关县直
部门牵头，
乡镇政府、村级两委班子成员
和驻村扶贫工作队四支队伍共同组织验
收、签字确认；第二个“4”是推行四种公
示公开办法，
即县直相关职能部门、乡镇
和村级组织采取“331”监管平台、官方
微信平台、村民大会和张榜公示四种方
式，对到户项目资金补贴公示公开；
“3”
则是畅通举报邮箱、县纪委监委微信公
众号、报社电台举报专栏三种监督举报
渠道。监管机制改革在前，
推行
“三个清
单”
制度在后。通过责任清单、问题清单
和问责清单，督促全县各级党员干部人
人担责、人人尽责，
切实扛起脱贫攻坚重
大政治责任。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乡镇干部不仅对
监督机制改革普遍称道，
还对另一项改革
大加赞赏。
“村民觉得这两年县里搞得最
好的、
最关乎他们长远利益的改革是壮大
村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
”
硝河乡关庄村
党支部书记苏祥羽说。
“经济发达地区村
集体经济殷实，
村民每年能得到一定数量
的分红。西海固基本上都是空壳村，
村民
无法分享改革开放的这份红利。
”
这个股份制怎么搞？苏祥羽介绍
说，第一步将 220 户按身份鉴定成立股
份制合作社；第二步将国家给予村集体
改革试点的 200 万元（170 万元养牛、30
万元建牛舍）、扶贫农机具和光伏发电创
收等合计 272 万元量化为 200 股；第三
步确定村集体股份为 15%，然后对农村
集体资产股权实行静态管理；第四步以
“增人不增股、减人不减股”原则对每位
村民按基本股、劳龄股、土地股和房屋股
实施分红。
“俺家 6 人 6 股，去年从村集体合作
社分得 530 元，今年能分到 728 元，估计
5 年后能分到近 2000 元。”村里建档立
卡户苏克林告诉记者。

西吉县县长杨生俊说：
“这种股份制
改革是村集体经济走上集约化、规模化
发展的必要前提。2019 年通过组织各
级财政投入及社会帮扶资金 27751 万
元，使得全县 295 个行政村集体经济收
入 全 部 实 现 了‘ 零 ’的 突 破 ，共 收 入
1289.2 万元。
”

承诺一个都不能少
一户不能落，一人不能少！这是精
准扶贫最后阶段西海固作出的庄严
承诺。
宁夏难中之难的未脱贫人口几乎都
在西吉。1575 户 4340 名未脱贫人口遍
布全县 15 个乡镇 295 个行政村。
苏占成告诉记者，为了确保贫困人
口全部脱贫，已为 19.5%有劳动能力的
贫困人口提供月收入 700 元的保洁工等
公益岗位；为 25%的贫困人口实施半劳
动半补助（即增加二类低保）；与 55.5%
的老年贫困人口子女签订
“赡养协议”
。
“能够让扶贫持续发力还得仰仗多
元化产业发展。
”
杨生俊说。记者在西吉
多个乡镇也的确看到了贫困户改变生活
的多种
“模式”
。
在吉强镇套子湾村，从天菲（宁夏）
服饰生产企业走出的 32 岁村民张彩霞
笑着说：
“ 这家企业是去年建成的，离我
家不到 500 米，早上喂好牛来这里上班，
每个月能挣 2200 元左右，你们觉得不
多，
我家可是建档立卡户呀。
”
在偏城乡下堡村扶贫车间，40 岁的
建档立卡户马统梅告诉记者：
“这活儿一
点不累，
就是把艾草、玫瑰等中草药包装
成袋，我们的产品在福建、广东可畅销
了！”自从在家门口上班，供家里两个娃
在城里念书不用愁了。
在马莲乡张堡塬村，现代化牛舍气
势 宏 大，几 十 个 设 施 园 艺大棚一字排
开。宁夏向丰循环农业产业园区总经理
摆世林介绍说：
“我们是西吉县最大的集
养牛、设施农业、有机肥于一体的循环经
济生产企业，周边村民在企业打工的有
1020 人，建档立卡户占 86.2%，月均收
入 3000 元左右。
”
在龙王坝村宁夏著名的民俗游基
地，
“掌门人”焦建鹏侃侃而谈：
“我们这
里近两年搞农旅融合、产旅融合，
已使全
村 14 个建档立卡户脱贫。
”

宋美倩 通讯员 王贵锁 李国涛

河北省衡水市枣强县大营镇杨
一核算，
自己只提供土地种植。
白塔村这两天异常热闹，
多名贫困群
效益就是吸引力，
看到这一模式
众正在忙着管护金银花。
“ 今年村里
带来的高收益，
当地百姓纷纷与园区
在 30 余处闲散地上种了 4500 余株
签订协议。经过两年多发展，现在
金银花，预计年收入可达 8 万余元，
1600 多户农民已经加入园区，总面
靠这一项目贫困户的收入就有了保
积 1.05 万亩，其中贫困户 102 户，户
障。
”
杨白塔村党支部书记孟凡荣说。 均 增 收 5000 多 元 ；提 供 就 业 岗 位
正在干活的杨白塔村贫困户杨岐
100 多个，其中贫困人口 15 人，人均
立之前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今年的收
收入近 2 万元。日前，云农园区又投
入会与这小小金银花挂上钩，
让他们
资 2000 万元新上玫瑰花、辣椒深加
紧密联系到一起的就是衡水今年探索
工设备，
将进一步增强扶贫产业的发
试行的
“借地托管+带苗入社+户社双
展活力和带动能力。
赢+抱团发展”
产业扶贫新模式。这种
“我们之所以迅速发展，
主要得益
模式最大的亮点，
就是变
“扶贫资金入
于一张订单保底、
一卡通保惠、
统一管
股”
为
“种苗入社”
，
让扶贫资金真正落
理共赢
‘三个一’
利益联结机制。
”
张玉
地生根，
让产业真正落户。
军说，
一张订单保底，
确保农户保底收
“以前，利用产业扶贫资金帮助
益；
一卡通保惠，
让农户购买到最优惠
贫困群众入股当地合作社，
是各地运
的生产生活资料；
统一管理共赢，
保障
用现有产业资源攻坚精准脱贫的好
了农产品质量，
提升了产品价值。这
办法。但这种模式也存在弊端，
扶贫
一模式既降低了园区生产性成本，
又
资金入股后，合作社种什么、效益如
能调动农户积极性。
何，
政府不好管、群众融不进，
如遇合
在充分调研、借鉴云农做法基础
作社经营不善，
贫困户连本钱都拿不
上，衡水大胆创新，尝试以“借地托
回，
更别提分红了。
”
衡水市扶贫办副
管+带苗入社+户社双赢+抱团发
主任李双星说，
近年来有些合作社产
展”模式发展产业。借地托管，即贫
业发展不明确，导致经营不景气，贫
困户用扶贫资金购置种苗后，
无偿使
困户增收困难。同时，贫困户耕地
用合作社土地种植，
合作社代贫困户
少、没有耕地、没有劳动能力等问题，
管理，
最后统一购销；
带苗入股，
即合
也使贫困群众很难融入产业发展。 作社在年度亩产收益中按比例给贫
“借地托管+带苗入社+户社双赢+
困户分红，
实现合作双赢。
抱团入社”这一模式，则有效破解了
在这一模式下，
政府
“引导员”
和
这些难题。
“服务员”
作用必不可少。今年，
衡水
记者在模式起源地阜城县云农
市扶贫办以“送教上门”形式，开展
生态芳香园区看到，
这里实行
“订单” “一县一课”
产业发展培训，
根据市场
农业，
负责产业推广、生产资料提供，
需求和签订的收购订单，
因地制宜推
统一技术、统一购销；
不流转土地，
农
广金银花、玫瑰花、杜仲、辣椒等适合
户自主种植、自主管护。云农生态芳
本地种植的品种，
供合作社和贫困群
香园区总经理张玉军表示，
他们与一
众选择。
般农业园区最大的不同在于，
农户和
“先找市场、再抓生产、产销挂
园区是合作关系，
不是雇佣关系。
钩、以销定产”
，
衡水在推荐产业的同
“我家 2.6 亩地，流转出去一年
时，
整合市场信息，
明确市场需求，
大
也就 2000 多元租金，跟种玉米、小麦
力实施“订单”农业。随着王致和豆
差不多。”园区种植户张汝慈告诉记
腐乳、以岭药业、葵花药业、鲁花集
者，去年他种植辣椒挣了 13000 多
团、茅台集团等合作项目落户衡水，
元，自己都不敢相信，感觉这法子真
为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截至
不赖。
目前，全市已确立订单式种植面积
阜城县张家庄村村民张国良则
23 万亩，其中非转基因大豆 6 万亩、
告诉记者，他们前期不用投资，种子
高粱 10 万亩、金银花 2 万亩、辣椒 2
化肥赊账，地膜免费提供，收获后统
万亩、玫瑰花 1 万亩、林果 2 万亩。

内蒙古科右前旗：

擦亮草原产品金字招牌
本报记者

马铃薯产业是西吉产业脱贫的重要支撑。

（资料图片）

推进“粤菜师傅”工程稳就业助脱贫——

余

健

通讯员

胡日查 高敏娜

“我们杭盖草原，不仅满山是牛
羊，农产品也特别棒，今天在直播间，
我们现场给大家煮科右前旗归流河
孕育的大米饭……”日前，在内蒙古
自治区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以下
简称“科右前旗”
）融媒体中心演播厅
内，科右前旗政府党组成员、远新村
第一书记、北京林业大学博士张骅变
身主播，通过直播平台为科右前旗农
副产品
“带货”
。
受疫情影响，今年科右前旗农副
产品遇到销售难题，
经过大量调研，
科
右前旗从全国多地转变思路、参与线
上直播的做法中获得启发，联合北京
林业大学、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等
单位开展“我在草原等你来 逛吃助
农乐开怀”
直播带货助农脱贫活动。
沙果干、大仁葵花籽、蜂蜜、兴安
盟大米、乌布林羊肉……面对手机屏
幕，张骅不仅为观众带来了优质产

品、优惠价格，直播中还不时穿插了
蒙古族歌曲舞蹈表演，让大家感受草
原文化魅力。工作人员则在旁边详
细记录网友对产品的建议、反馈等。
科右前旗旗委副书记、旗长李振
林也做客直播间，与粉丝互动，详细
介绍了科右前旗风土人情、自然资源
等。李振林说，网络直播不仅为农产
品销售辟出了新路径，更擦亮了科右
前旗农副产品的金字招牌。此次政
府“搭台”，利用互联网开展直播，帮
助企业和农牧民拓宽销售渠道，助农
增收效果非常好。
“ 我们还要探索更
多更好的渠道，助力脱贫攻坚，夯实
扶贫成效。
”
据统计，
在近3个小时的直播带货
活动中，
有近20万名网友围观抢购，
线
上下单数量过千单，销售总额突破
20 万元，
科右前旗打了一场
“推开门走
出去”
面向全国的消费扶贫
“硬仗”
。

广东 16 万人走上“美味”致富路
本报记者

庞彩霞

办农家乐、小餐馆的粤菜师傅可享 “厨师村”，省定贫困村也实现整体脱
1 万元补贴；省级粤菜师傅培训基地可
贫。玉水村党支部书记郭国青自豪地
享 200 万元一次性补贴……近日，广州
说：“村民腰包鼓了，不再整天灰头土
出台了 11 条措施推进“粤菜师傅”稳岗
脸了。”
就业。两年来，
“ 粤菜师傅”工程正成为
据介绍，自 2018 年 4 月份实施“粤
广东稳岗就业、脱贫攻坚的有力抓手。 菜师傅”
工程以来，
广东利用和整合各类
目前，已开展粤菜师傅培训 5 万人次，带
培训资源，加快建设粤菜师傅培育平台，
动 16 万人就业创业，一大批贫困村走上
大规模开展粤菜师傅培养培训。目前，
了致富路。
全省 177 所院校开设粤菜相关专业，在
梅州梅县区城东镇玉水村是全省首
校生达 6.5 万人，1.1 万余名贫困人员实
个“广东厨师之乡”：2600 多人的小村
现技能就业……
一半以上人员外出当厨师，年薪 20 万
“如果不是学做了粤菜，
我可能在制
元以上的厨师超百人，年薪百万元以上
衣厂打散工，还要为孩子的学费发愁。”
的也有几十人，从这里“走出去”的厨
在茂名经营一家餐厅的陆科明坚信，两
师遍布全国。就在 10 多年前，玉水村
年前一次免费粤菜师傅培训，给他的人
村民还在靠下井挖煤为生。借助“粤菜
生带来了巨大转折。
师傅”工程，昔日“煤炭村”正蝶变为
“粤菜师傅”培训师詹豪介绍说，他

们培训出来的技能人才大多数在珠三角
工作，
有的已经发展到有了自己的团队，
在主管岗位上的一般都有 1.2 万元至 1.3
万元的月收入。
粤菜师傅就业创业模式也在不断创
新，各种创业孵化基地、创业店在各地
市开花结果。江门开发实施粤菜师傅就
业创业“彩虹计划”，对创办餐馆最高
给予 10 万元创业扶持补贴。韶关打造
南雄“珠玑古巷，梅关古道”美食农旅
景观，以“梅岭鹅王”为招牌特色，聚
焦 160 多家农庄，带动 1000 多名村民
就业创业。惠州推行“以厨兴村”计
划，墨园村通过相互帮扶、以师带徒方
式带动 500 多名村民外出就业创业。汕
尾红色旅游村北中村打造“粤菜师傅创
业示范街”
，帮助粤菜师傅开店创业。

此外，一些地方还结合当地资源优
势，探索推行“粤菜师傅+乡村旅游”模
式，
深挖传统乡村粤菜美食与民俗文化、
农业观光休闲等相结合，打造了拥有传
统美食
“麻章烧猪肉”
的麻章镇黄外村等
99 个文化和旅游特色村，打造了连平县
粤赣古驿道魅力乡村等 100 条乡村粤菜
美食旅游精品线路。
“粤菜师傅”招牌不断擦亮，还有效
促进了省际对口帮扶。
“我们面向对口帮
扶省区，推进实施粤菜师傅‘请进来’学
制培养、
‘送上门’
短期培训、
‘普及性’
远
程教育和
‘组织化’
劳务协作四个行动。
”
广东省人社厅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广
东省共培训对口帮扶省区粤菜师傅
1506 人，帮助对口帮扶地区贫困人员实
现技能致富。

图为直播带货助农脱贫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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