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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

本版编辑 王薇薇 李 景

融水：“一村一策”发起脱贫总攻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童 政 周骁骏 中国县域经济报记者 朱柳蓉

西藏察隅察瓦龙乡发展产业巩固脱贫成果——

种下石榴就是种下希望
本报记者 代 玲

满洲里海关：

帮扶特色农产品“走出去”
本报记者 顾 阳

左布村党支部书记仁青次仁（右二）与驻村工作队员在地里查看石榴长
势。 本报记者 代 玲摄

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是全国最早成
立的苗族自治县，苗岭山脉向东延伸于
此，养育了淳朴的苗族儿女，融江水浸润
着境内汉、瑶、侗、壮等13个民族共同奋
斗的土壤。然而多年来，山区的闭塞、发
展基础薄弱，制约着当地群众生产生活
条件改善。当前，融水县是广西8个未
脱贫摘帽的县之一。

“全县还有2062户6634名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尚未脱贫，大多数为无劳动
力或弱劳动力，致贫风险因素较多，这些
群众集中在少数民族聚居的边远高寒山
区，自然条件差，发展基础薄弱。”融水苗
族自治县委副书记石中华说：“我们努力
在产业、就业和综合保障扶贫3个方面
进行提升，向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目标发
起最后总攻。”

让群众“腰包”鼓起来

“九山半水半分田”，说的就是山地
面积占土地总面积85.48%的融水。在
海拔一两千米的高寒山区，甚至找不到
一块连片的平坦土地来安置产业项
目。为了发展产业，帮扶干部因地制
宜、一村一策、一村多策，使出了浑身
解数。

5月20日一早，融水苗族自治县香
粉乡中坪村驻村第一书记马克华便上
山找到低保户贾凤英，想把她加入村集
体合作社种植木耳菌棒，且下个月就要
进入大棚的好消息告诉她。见家里无
人，马克华在细密的雨中远眺，发现一
个身影正背着镰刀篓在山坡的梯田里
忙活。原来这天，还有一波“客人”比他
更早——残联为贾凤英家送来900尾
禾花鲤鱼苗。贾凤英正在把水田围起
来，怕接连几天的雨水涨满，小鱼苗跳
出稻田。

“今年我加入合作社种木耳，还有村
里的保洁岗位，年内肯定要脱贫了。”贾
凤英说。独自照顾失明的丈夫、抚养两
个孩子，她将生活的重担化为脱贫的动
力，多次向村干部提出要加入村里的产
业项目，争取以产业奖补资金1万元入
股得分红。

中坪村是香粉乡目前唯一的未脱贫
村，村里密布的陡峭山地间找不到一块
连片的平整土地，这给当地群众发展产
业带来了巨大的难题。

“山上种杉木周期太长，搞养殖风
险太大，我们就想找一个‘短平快’又不
占地的产业。”马克华告诉记者，今年3
月复工复产后，他拿出第一书记扶贫产
业扶持资金5万元，找到3个平整地块，
流转了17亩土地，着手兴建了中坪村
食用菌种植产业项目基地。基地人员
引山泉水到大棚里浇灌菌棒，短短两三
个月，大棚里“喝”了泉水的木耳便长势
喜人。

为了让中坪村的木耳对接上柳州螺
蛳粉产业链，柳州市工商联组织了一批
螺蛳粉企业家来到中坪村考察，品尝过
这里的木耳后，一位企业家悄悄把马克
华拉到一边说，“一定要将木耳卖给我，
有多少我全包了”。

有了稳定的销售渠道，马克华深受
鼓舞。他发动全村27户未脱贫户和70
户已脱贫户加入村民合作社，参与食用
菌项目的“联种联建”，主要种植木耳、香
菇等。在他的计划中，项目年产食用菌
25吨，年产值预计达100万元，能实现
2020年村集体经济收入4.7万元、97户
贫困户分红9.1万元的目标。

融水县风情苗寨与“百节之乡”的旅
游融合同样具有发展潜力。融水县打造
的“梦呜苗寨”景区在这方面做出了探
索。它是融水双龙沟景区实施易地扶贫
修建的新景点，目前已有21户56人搬
迁入住，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13户42
人。景区里一排特色的木屋是从原来的
村子里搬过来的，再按照苗族特有风格
复原改建而成，建有商铺28家，主要经
营民族特色餐饮、特色旅游纪念品等，向
游客展示传统的苗族农耕文化和生活习
俗。游客在双龙沟游过了山水，再到梦
呜苗寨，在村民家里打油茶、吃农家饭，
体验原生态乡村生活，村民们也有了实
实在在的收入。

“融水实施一村一策、一村多策来带
动贫困户脱贫，每个贫困村均有1个以
上新型经营主体带动或产业基地覆盖全
村25%以上的贫困户获得产业收入。”
石中华说。

让群众就业“饭碗”能端牢

融水苗家小镇社区是一个建在易地
扶贫搬迁安置点的社区，原本居住在离
县城100多公里外的良寨乡安全村的贫
困户韦鲜艳就搬到了这里，如今她成了
融水县就业扶贫车间宏欣电子加工有限
公司的主管。

“受疫情影响，车间的外贸订单减少
了，我们的工位最多时有80多人，现在
不到60人。”韦鲜艳说，这个扶贫车间原
本有46个工人都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其
中有20人是搬到苗家小镇的贫困户，人
均月收入2000元，能够稳定就业对他们
来说是脱贫最大的保障。

苗家小镇社区第一书记何国栋介
绍，苗家小镇现在有3个扶贫车间，其中
两个电子厂都是参与粤桂扶贫协作的企
业，承接来自广东东莞的外贸订单。受
疫情影响，目前只能做国内订单，导致上
岗人数有所减少，人员流向县内和周边
需求更稳定的企业。

“实际上，随着搬迁群众对新环境新
生活的适应，社区务工就业人数仍在不
断增加，从3月复工复产以来，就业人
数比去年多了512人，社区实现一户一
人就业，共计 1593 户 3204 人。”何国
栋说。

为了帮助大批无法外出务工的贫困
劳动力就近、就地找到工作，融水在全县
组织认定了43家就业扶贫车间，今年自
复工复产以来，吸纳就业人员1815人，
其中贫困劳动力649人。

鼓励居家灵活就业、返乡创业后，融
水涌现了像隔花吟草苗族服饰有限公司
这样的巾帼扶贫车间、创业孵化基地，该
基地经营手工精美的苗族服饰与刺绣、
织锦、蜡染工艺成品，创新传承发展传统
苗族服饰。为了帮助妇女提升技能、增
加收入，其吸纳入驻了31家个体户，其
中有17户是建档立卡贫困户。

粤桂扶贫协作产业园是融水打造劳
动密集型产业集群、提升就业的一个缩
影。依靠大力发展竹木加工和特色农产
品加工业，2019年，该园区吸纳了建档
立卡贫困劳动力402人就业，为村级集
体经济增收84.2万元。产业园里的扶
贫车间广西融水晨阳木业有限公司吸纳
了140名贫困户务工就业，工人平均工
资达4200元。“贫困户不是没有脱贫的
能力，只是没有就业的机会。”晨阳木业
董事长陈亮说。除了直接带动就业脱
贫，年产装饰板材180万张的晨阳木业
还通过收购杉木原材带动当地群众种植
杉树，仅此一项，每年有1.3亿元资金流
进当地农民的腰包。

开发基层公益性岗位也是融水实施
就业提升的重要举措，融水通过基层公
益性岗位解决了1470名贫困人口就业，
其中安排建档立卡贫困户生态护林员
928名。

目前，融水全县农村人口转移就业
12.2 万人，就业对脱贫的贡献率达
70%。

脱贫“兜底”不落一人

“越到最后时刻越要响鼓重锤。”脱
贫攻坚进行到现在，剩下的“硬骨头”都
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为了解决这部
分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问题，融水
着力提升综合保障，用好用足综合保障
扶贫政策，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确保弱势
群体通过综合保障实现稳定脱贫。

去年，中坪村杉木山屯的贫困户贾
忠才一家得到危房改造补助款4.4 万
元，新建了一栋混凝土结构的住房，搬离
了原来居住的危旧木屋。因其家中老人
常年卧病在床，致贫返贫风险大，县里补
助1540元为他们加入了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保险，同时补充商业保险105元。
全家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基本
养老保险，两位老人每月能领取养老保
险金121元，全年合计2904元。

针对“三保障”问题，融水县实施建
档立卡贫困户住房安全等级鉴定及挂牌
全覆盖，2019年该县建档立卡贫困户危
房改造项目已全部竣工验收，按时足额
拨付补助资金，并实质性入住。同时，融
水县符合参保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达100%，住院报
销比例达到91.5%。县城内所有定点公
立医院、医保经办机构能为建档立卡贫
困患者提供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医疗保
险二次报销、医疗救助、财政补助等“一
站式”系统结算服务。此外，融水县建立
健全控辍保学台账，落实义务教育保障，
全县贫困户家庭适龄儿童均能享受义务
教育，义务教育巩固率为97.62%。通过
落实教育资助政策，全县90183人次学
生受益，其中建档立卡生源36168人次。

此外，为给生产生活提供保障，打牢
脱贫增收基础，融水不仅让贫困群众搬
出大山，也把产业致富道路修进山里，把
电力、安全饮水等输送到家家户户，保证
脱贫路上不落一人。

目前，融水县尚有26个预脱贫贫困
村。据悉，该县涉及贫困村的农网改造
升级项目将在2020年6月30日前全部
完成，届时26个预脱贫村屯将用上安
全、可靠的电力。在乡村公路建设方面，
石中华告诉记者，今年融水县将再建村
屯道路70多公里。

图① 在广西融水苗家小镇社

区扶贫车间里，务工就业人数不断

增加。 本报记者 童 政摄

图② 6 月 21 日，在广西融水

双龙沟森林旅游度假区梦呜苗寨，

搬迁过来的苗族姑娘准备给游客表

演民族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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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户100余人的西藏察隅县察
瓦龙乡左布村位于怒江峡谷一块山
坡上，人均耕地少。种植石榴等经济
林木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有限的资
源优势，巩固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

“以前我们只是在房前屋后种植
石榴。大规模种植从2018年开始，
当年就种植了6000多棵，今年全村
再种植5000多棵。”左布村党支部书
记仁青次仁介绍，他是村里第一个种
植石榴的人，2018年石榴丰产，6棵
树的果子卖了3500元。看到种植石
榴的效益，越来越多的村民跟着种起
了石榴。石榴种植也“升级”为察瓦
龙乡重要的产业扶贫项目。

近几年，察瓦龙乡结合实际逐步
打造了具有当地特色的石榴种植基
地，石榴产业项目正走向规模化。利
用“公司+农户”综合开发模式，察瓦
龙乡已完成突尼斯软籽石榴种植近
25万棵约4685亩，待石榴进入丰产
期，预计总产值可达1874万元，可实
现全乡人均增收约2800元。

“今年我们计划申报察瓦龙乡突
尼斯软籽石榴特色品牌，打造特色产
品，并计划申请资金1700万元建设
占地面积3500平方米，集收购、分
拣、包装、冷藏、运输于一体的水果综
合储备仓库。再引进具有实力的公
司进驻，使察瓦龙乡突尼斯软籽石榴
项目形成一条产业链，惠及全乡农牧
民。”察瓦龙乡乡长吴明军说。

针对更为偏远的村庄和贫困户，
结合全乡石榴产业发展计划，察瓦龙
乡投资了1000多万元建设了近700
亩小康村石榴种植基地。贫困户不
仅在石榴基地建设过程中通过务工
得到酬劳，还学会了石榴种植管理技
术，发展起庭院经济。截至目前，察
瓦龙乡为全乡建档立卡贫困户发放
石榴等果树苗2.5万多棵。

“种下石榴就是种下希望，在乡
里和市林业局驻村工作队帮助下，现

在我们种的都是最好的石榴品种，两
三年就能有收成。”左布村2017年脱
贫的村民顿珠平措说，村里的科技特
派员还告诉他，如果管护得好，每棵
石榴树能收40多斤石榴，就算5元
一斤，自家60棵石榴树一年也能收
入上万元。每次算起这笔账来，顿珠
平措就喜滋滋的。

“石榴树小的时候，地里还能套
种粮食，种粮和增收都不耽误。”顿珠
平措说，今年在石榴基地务工2个多
月，收入了上万元。

怒江峡谷深处的察瓦龙乡地处西
藏与云南交界处。长期以来，交通不
便是林芝打赢脱贫攻坚战最难啃的硬
骨头之一。“林芝全市三分之一的贫困
人口在察隅县，察隅县三分之一的贫
困人口在察瓦龙。”察隅县委常委、察
瓦龙乡党委书记尼玛扎西说。

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察瓦龙
乡想尽办法脱了贫，但要巩固好脱贫
成果、让农牧民持续有效增收是察瓦
龙乡必须破解的难题。察瓦龙乡坚
持“一家一户为基础、千家万户成规
模、区域分布做基地”的产业发展模
式，除了大力发展石榴产业，还筹划
因地制宜加大旅游产业发展力度，让
过去地处深山峡谷的劣势转变为现
在发展旅游产业的优势。

“乡党委、政府请内地的专业公
司对包括旅游产业发展在内的全乡
产业发展进行了规划设计，让产业真
正成为察瓦龙乡脱贫的有效有力支
撑，带动大家持续增收致富。”尼玛扎
西介绍，目前察瓦龙乡正在建设有
115户民居的民俗风情街，贫困户参
与程度非常高。

产业兴才能乡村旺。自2016年
起，察瓦龙乡已完成投资逾5000万元
的扶贫产业项目28个，惠及了全乡
448户2308名建档立卡贫困群众。石
榴产业、旅游产业等正助力察瓦龙乡群
众增收致富奔向美好新生活。

眼下正是荞麦生长的关键期，内
蒙古赤峰市敖汉旗玛尼罕乡的荞麦长
势喜人，这让种植户郭宝财心里有了
底气：今年荞麦丰收在望，已经同加工
企业签订了产销合同，销路没问题。

赤峰是“荞麦之乡”，当地荞麦产
品不仅在国内深受欢迎，也受到日
本、韩国、俄罗斯等国外客户的青睐，
已有13家荞麦加工企业获得出口食
品备案资格。满洲里海关所属赤峰
海关从扶持赤峰地区荞麦产品“走出
去”入手，着力走活脱贫增收这盘棋。

“我们根据荞麦产品加工特点，
指导企业对原料验收、蒸煮、烘干、脱
壳、分级、色选等关键环节实施有效
控制，帮助企业建立健全质量管理体
系。”赤峰海关副关长王亚涛介绍。

此外，赤峰海关加强荞麦产品风
险分析工作，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收集
整理国外标准、信息，及时反馈给生
产企业，建立荞麦产品风险档案，定
期对甲胺磷、黄曲霉毒素、赭曲霉毒
素等重点敏感项目实施监测，为荞麦

产品顺利出口提供技术保障。
“针对我们出口荞麦产品订单

多、出口国家多、批量小、发货急、签
证量大的情况，赤峰海关优化工作流
程，加快出证速度，保证荞麦产品顺
利出口。”赤峰蒙地粮油有限责任公
司负责人徐国铖说。

与荞麦一样，产自兴安盟扎赉特
旗的扎赉特大米也以高品质远近闻
名。“想走出去与其他优质产品同台竞
争，但最初让我们感到困难的是，如何
能顺利拿到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资
质。”内蒙古谷语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负责人说，多亏了满洲里海关所属
阿尔山海关工作人员，他们多次来到
公司种植基地和加工车间调研，及时
带来最新的政策宣讲和业务指导。

以出口带生产加工，以生产加工
带种植，以特色农产品打造脱贫产业
链，力促辖区特色农产品走出国门。
通过健全管理、产业帮扶等举措，让
产品质量强起来、品牌价值高起来，
最终让当地农牧民的日子好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