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6月30日 星期二9
ECONOMIC DAILY

脱贫攻坚

本版编辑 王薇薇 李 景

泸水：就业选择多 脱贫不再愁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曹 松

深圳罗湖区对口帮扶陆丰贫困村：

“一村一品”助增收
本报记者 杨阳腾

甘肃瓜州县：

“五小”产业变“富业”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通讯员 朱丹丹

每天凌晨三点，人们还沉浸在香
甜睡梦中，甘肃瓜州县沙河乡集镇霞
霞纯碱馒头店里已是灯火通明，店主
师兴霞与家人忙着和面、揉面、下剂
……27岁的师兴霞是瓜州县沙河回
族乡沙河村三组建档立卡贫困户。
2019年，一直在外打工的师兴霞回到
家乡，向亲戚朋友筹集了4万元，开了
一家馒头店，开始创业。

“以前乡里组织参加烹饪培训，
后来发现做包子、馒头、油饼也不错，
集镇周边也没有这种店，我就自己花
钱去外面学习了一下。”师兴霞说，刚
开店的时候，自己心里也没底，害怕
卖不出去，做得比较少，没想到现在
生意还不错，每天都能卖完，一天可
以卖300元左右，到6月底摘枸杞的
时候，还会有订单，一天差不多能挣
2000元左右。

今年，甘肃瓜州县深入推进产业
扶贫，大力支持贫困户发展小庭院、
小家禽、小手工、小买卖、小作坊等

“短平快”增收小产业，了解到这一政
策，师兴霞有点儿坐不住了。

“乡里干部到我家讲解了‘五小’
产业扶持政策。我打算把店面规模扩
大一下，通过县级验收后就可以拿到
补助，我很有信心让生意蒸蒸日上，让
家里收入也越来越高。”师兴霞说。

像师兴霞一样，家住瓜州县沙河
回族乡沙河村的张艳红种了5亩红
枸杞、10亩玉米和小麦。这几年，张
艳红依靠就业培训和自身努力，掌握
了电动车修理技术，借助“五小”产业
政策，张艳红在镇上开了家电动车修
理店，一天纯收入达到100元以上，
这让他致富的信心更足了。

甘肃瓜州县沙河回族乡按照“项
目到户、扶持到人、一村多样、一户一
项目”发展要求，积极支持有发展意
愿的贫困户发展“五小”产业，坚持种
植不足养殖补、养殖不足劳务补、设
施农业稳增补的多元互补促增收路
子，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以奖
代补”，全面落实各项扶贫政策，有效
增加贫困户收入途径，巩固脱贫成
果，让“副”业变“富”业，成为群众脱
贫致富的“香饽饽”。

两山夹一江，蜿蜒万重山。
云南省怒江州泸水市就处在高黎贡

山和碧罗雪山的高山峡谷之中。由南及
北近百公里的狭长深谷，两侧高峰耸立、
沟壑纵横，难寻一处平地，经济发展受到
地理环境制约。截至2019年底，泸水市
仍有31个贫困村、建档立卡贫困户4512
户16698人，全市贫困发生率11.97%。

面对最后的“硬骨头”，泸水市聚焦
剩余贫困人口、有返贫风险的已脱贫人
口和存在致贫风险的人口，精准帮扶、分
类施策，巩固“两不愁三保障”成果，发起
决战决胜“百日总攻战”，全力打赢打好
脱贫攻坚这场硬仗。

搬出深山 社区就业

从泸水市区沿着怒江畔的美丽公路
一路北上，不一会儿，在江边一块坝子
里，大片崭新的黄色楼房就出现在眼前，
这里是位于大兴地镇的维拉坝珠海社区
易地搬迁安置点。

“叮叮当，叮叮当……”一串串清脆
的声音从社区内的铁核桃加工车间内传
出来。记者循声找去，发现十几名妇女
拿着工具正在砍铁核桃。“铁核桃是这里
的特色农产品，只能靠人工用刀砍出核
桃仁，安置点内建这个扶贫车间，就是为
了方便社区内百姓更好就业。”泸水唐雪
林核桃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唐雪
林告诉记者。

42岁的贫困户纳文英已经在这里
工作一年了，她的技术非常娴熟。纳文
英告诉记者，她家以前住在山上，交通
闭塞，土地贫瘠，几乎没什么收入。去
年搬到安置点以后，一家人住在两室一
厅的新房里，上初中的女儿出了门就能
上学。她在家门口找了工作，也不耽误
照顾孩子。“从没想到能搬进社区住楼
房、当市民，像是换了个活法。”纳文
英说。

同样换了活法的还有29岁的密珍
花。在维拉坝珠海社区一间数据线加工
扶贫车间，她正忙着数据线的焊锡生
产。以前在江苏务工的密珍花，结婚之
后要照顾老人和孩子，只能待在家里。
今年2月份，搬进社区后她能在家门口
找到工作了。因为有务工经验，她很快
成了工厂管理人员，一个月收入3000
元。“小孩读书方便了，老人看病也不用
担心，日子越过越幸福。”

“脸朝陡坡背朝天，辛苦一年只够
吃”。对住在高山峡谷里的贫困群众，泸
水市大力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让贫
困群众搬进新家园，农民摇身变市民，实
现“换一方水土富养一方人”。

搬出来只是第一步，维拉坝珠海社
区驻点工作队队长桑娜妞告诉记者，为
保障群众搬得出、稳得住，他们除了开发
本地岗位，还利用东西部劳务协作政策，
今年已帮助500多名搬迁群众外出务工
就业，实现增收脱贫。

据统计，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泸水
市 8.4 万名群众告别危房，8039 户
30344人通过易地扶贫搬迁搬出大山，
融入城市，开启新生活。

特色产业 鼓了口袋

在泸水市大兴地镇灯笼坝，半山坡
上的火龙果基地绿油油一片，50岁的贫
困户李又妹正在基地里干活。“一天收入
最少100元，比在家种地强多了。”

李又妹是大兴地镇自扁王基村村
民，家里有7口人。她告诉记者，以前自
家2亩地种苞谷和水稻，加上养猪，一年
只有1万多元的收入。如今把土地流转
给了火龙果基地入股，不仅平时可以打
工挣钱，年底还能得到一笔分红，去年收

入有4万元。
“这个地方年日照时数超过2000小

时，平均气温在15℃至28℃，属于亚热
带河谷气候，空气降水等都非常适合种
植火龙果，所以我们选取它作为当地特
色产业。”泸水荣新火龙果种植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祝荣新介绍，2017年，在中交
集团的帮扶下，村里成立了合作社，通过
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
吸纳并带动贫困户抱团发展。经过两年
多时间，合作社已经发展近300亩火龙
果种植面积，累计带动自扁王基村建档
立卡贫困户268户838人。

“因为基地距离州府比较近，物流方
便，种出的火龙果经常供不应求。下一
步，我们要扩大规模，把荣新火龙果打造
成大兴地镇的一个特色品牌。”祝荣新盘
算着。

如何让已经脱贫的群众有内生发展
动力，变“输血”为“造血”？泸水市克服
自然条件差等不利影响，因地制宜，找准
特色产业，实现对群众的精准帮扶。

在离自扁王基村20多公里的鲁奎
地村，100头西门塔尔牛正在半山腰上
的亚罗箐养牛场悠闲地享用“午餐”，工
人们则忙着把收购来的牧草粉碎后进行
发酵。大兴地镇镇长李江指着仓库里的
牧草介绍说：“这叫皇竹草，是养殖肉牛
非常好的饲料，我们这里山高壑深坡地
多，村子周边种植这些草正合适。”

为了帮助当地群众脱贫增收，养牛场
在周边流转了100亩土地种植皇竹草。同
时，政府部门采取以奖代补方式鼓励村民
种植皇竹草。村民种出的草可以卖给养牛
场，也可以自己收储，领养小牛发展养殖。

“通过种草养畜，让群众种草有补助、卖草
有收入、养牛有粮食。”李江说，村里还计划
建立屠宰场，对肉牛粗加工销售。

如今，泸水市充分挖掘自身资源，发
展水果、核桃、草果、中药材等特色种植
业95.8万亩，黄牛、生猪、山地鸡等养殖
产业存栏102万头（只），培育中华蜂2.1
万箱。越来越多的特色产业，正鼓起群
众的钱袋子。

乡村旅游 奔向小康

院外的道路干净整洁、院内花草

随风摇曳，坐在小院内的观景台举目
远眺，果木成林，绿色铺满眼底。“我
们村里环境好，每到周末游客特别
多，我就开了农家乐，过去的穷山村
如今吃上了‘旅游饭’。”在泸水市老
窝镇崇仁村，村民何绍中一边带着记
者逛自家小院，一边自豪地介绍着村
里美景，去年他家靠农家乐收入 2万
多元。

老窝镇距离泸水市区32公里，交通
方便，拥有得天独厚的旅游文化资源和
优美自然的田园风光。崇仁村驻村工作
队第一书记周福桥说：“守着这么好的资
源，我们找准了发展思路，就走乡村旅游
带动脱贫致富这条路子。”

为了能吃好“旅游饭”，近年来村里
集中力量抓好美丽新农村建设，全村实
施硬化、亮化、美化等民心工程，结束以
往“雨天一脚泥，晴天一身土”问题；同时
充分发挥距离城区近的区位优势，大力
发展休闲观光旅游业和服务业，努力打
造成为“怒江的避暑山庄”“泸水市的后
花园”。

在崇仁村玫瑰花种植基地，百亩玫
瑰竞相绽放，是初夏游客赏花的“网红”
打卡地，许多市民赶来观赏。而当地村
民用传统方法腌制的老窝火腿，因其清
香的口感、上乘的肉质，也受到广大消费
者的青睐。

“来了有美景，饿了有美食。”周福桥
告诉记者，“下一步，崇仁村还将借助‘老
窝镇火腿美食文化旅游节’等活动，不断
发展农家乐、乡村旅馆、农业教育基地、
农业科技体验基地，把这里建成一个集
休闲、观光、游览、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旅
游区。”

过去“荒山秃岭多，干啥都发愁”的
崇仁村，如今已经有7户村民开起了农
家乐。何绍中最近琢磨着再扩建一下家
门口的停车场，“到了旅游黄金假期，就
可以容纳更多游客来我家”。

通过精准施策，泸水市不断攻克
发展难题。截至 5月底，泸水市剩余
贫困人口中有 16638 人达到脱贫标
准，贫困发生率从2019年底的11.97%
下降至0.11%，泸水市正朝着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户户达标、村村提升的目标
全力冲刺。

“我虽然富裕了，但是村里的傈僳族
兄弟们还穷着，我要带着他们一起出门
去挣钱。”在泸水市大兴地镇维拉坝珠海
社区，茶继昌正在自己的劳务派遣公司
里忙碌着。虽然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但是茶继昌早早谋划、提前联系，今年春
节以来他已经帮助200多名当地群众前
往广东务工。

从村里的贫困户到企业管理者，茶
继昌的奋斗故事要从8年前说起。

茶继昌原先住在大兴地镇团结村，家
里有水田六分、旱地三亩，靠着土里刨食
一年到头连1000元都攒不到。那时村里
很多人不识字，不会说汉语，几乎没有人

出过远门。2012年，胆子大的茶继昌带
着家里三口人到广东惠州的五金厂打工，
辛苦一年居然攒下了2万元，日子从那以
后好过起来。

尝到甜头的茶继昌第二年又带着亲
戚出门务工，年底挣了3万元，这几年收入
更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很快，茶继昌出
门挣到钱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生活富
裕后的茶继昌一家没忘记还未脱贫的乡
亲们，在人社部门的指导和帮助下，他凭
借打工经验和人脉，成立了泸水市劳务派
遣有限公司，鼓励带动本村、本镇乃至泸
水市一批批傈僳族同胞外出务工。

“要不是茶继昌带着我们，我家还住
小木屋呢。”同村的姬秀花扒老人说起生
活的变化，特别感激茶继昌。老人一家
六口人，原来挤在2间屋子里，没有收入
来源，生活很贫困。茶继昌得知他家的

生活情况后，主动上门做动员，“你儿子、
儿媳这么年轻，跟我们到广东打工，不用
担心没饭吃”。

在茶继昌夫妇的帮助下，姬秀花扒
老人的儿子和儿媳仅用1年半时间，就
用外出务工赚来的钱盖起了新房。

“我祖辈生活在这里，村民都信任我，
有时候他们没有路费我就先垫上，等他们
工资发了再还给我。”茶继昌说。

维拉坝珠海社区安置点建成后，为
了更好帮助搬迁群众外出就业，2018
年，泸水市人社部门和茶继昌达成合作，
在安置点给他免费提供一间商铺，让他
把劳务公司搬到了社区里。

“我享受了房租减免政策，村民们也
信任我，我责任更大了。如今党和政府
政策这么好，我们要努力工作，把日子过
得更红火。”茶继昌信心满满地说。

走，乡亲们，出门挣钱去！
本报记者 曹 松

甜糯可口的板栗南瓜、香飘十里
的乌石芝麻、甘甜多汁的红心番石榴
……这些都是来自广东省陆丰市各
个贫困村的特色农产品。陆丰地处
粤东沿海碣石湾畔，是汕尾市代管县
级市。近年来，深圳市罗湖区“双精
准”对口帮扶陆丰市26个贫困村，通
过盘活农村闲置耕地、推动家门口就
业，树立“一村一品”、参股“一镇一
业”，有效推动了当地产业发展，实现
产业“造血”功能，为贫困户铺设起脱
贫致富之路。

据深圳市派驻陆丰扶贫工作组组
长、罗湖区对口帮扶陆丰指挥部总指
挥卓思聪介绍，自罗湖区对口帮扶以
来，通过“合作社+基地+贫困户+公
司”模式推动特色产业发展。目前已
在26个贫困村落地或实施主导产业
26个，成立农业专业合作社25个，落
实了26个贫困村每年集体收入8万
元。截至2019年底，累计脱贫3910
户17751人，贫困家庭人均可支配收
入14288元，贫困村生产生活条件显
著改善，26个村达到脱贫标准。

“工作队来了后，帮我们又修路
又建房，环境卫生变好了，党群服务
中心建起来了，特色产业搞起来了，
村民收入逐年提高了，大家的精神面
貌也都焕然一新。”记者在走访贫困
村时，村民们不约而同地感慨。

今年3月，汕尾广播电视台“店
小二”直播活动中，庄烽变成了一名

“网络带货主播”，大力推销村里的特
产——板栗南瓜。记者来到竹林村
南瓜种植基地，在村广场前，绿油油
的南瓜田长势喜人。南瓜基地管理
负责人、村致富带头人陈宝南告诉记
者：“以前这片地荒草长得比人都要
高。扶贫工作队来了后引入了农业
科技公司，开始规模种植板栗南瓜。”
目前，这片南瓜基地已经带动村里贫
困户务农户11户。

在南塘镇溪南村有一片响当当的
农产种植基地“双番基地”。据罗湖区

财政局派驻汕尾陆丰市南塘镇溪南村
驻村第一书记兼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
李治介绍，“双番”为主要农作物番薯
和番石榴的简称，取意为农作物产量

“双番”、贫困户收入“双番”、帮扶绩效
“双番”。溪南村通过“农户+合作社+
农业企业”合作模式，鼓励带动28户
贫困户发展农业生产。现种植番薯80
多亩、番石榴40多亩。

溪南村贫困户罗华兴正在为番
石榴套发泡网。他边忙边告诉记者：

“以前我在外打工，不会干这些活。
工作队给我们提供技术培训，让我们
能回乡发展。”李治补充道，为了打响
溪南“双番”的品牌效应，工作队还为
农产品定制了包装箱，包装箱印上了
第一书记的个人手机号，为普通话水
平一般的贫困户当“推销员”，现在每
天都要接到好几个询问购买溪南“双
番”的电话。

已有近百年历史的南塘镇乌石
村的“乌石芝麻”则一直是闻其名难
闻其香。据罗湖区委统战部派驻汕
尾陆丰市南塘镇乌石村驻村第一书
记兼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黄泽群介
绍，因当地擂茶风俗，有芝麻种植传
统，但过去种植十分零散，且种植户
日益减少。基于此，通过结合当地实
际情况，创新发展模式，成立农业合
作社，这两年已集中种植芝麻超过
100亩，实现了产业规模化，并已将
91户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纳入其中，
最大限度扩大受益对象。工作队还
帮助“乌石芝麻”通过申请国家条形
码、农药检测、媒体宣传等措施，提高

“乌石芝麻”知名度和附加值。
如今，罗湖区的产业帮扶范围正

逐步扩大到陆丰全境，在陆丰东海、
星都开发区的基础上增加了碣石海
工基地产业园，正通过合作引入中广
核海上风电项目配套企业落户碣石
海工基地产业园。该项目总投资约
56亿元，预计今年内投产，产值近
100亿元。

图为大兴地镇鲁奎地村的肉牛养殖场。 本报记者 曹 松摄

溪南村贫困户罗华兴正在为番石榴套发泡网。 本报记者 杨阳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