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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

本版编辑 王薇薇 李 景

河南项城市永丰镇郭平楼村驻村第一书记郭哲宇和韩太永夫妻在唠家常。
吴建成摄

图① 甘肃岷县麻子

川镇吴纳村村民徐改新正在

自家药材地里劳作。靠着5

亩药材，她过上了好日子。

本报记者 赵 梅摄

图② 在甘肃岷县十

里镇的顺兴和中药材有限

责任公司扶贫车间里，员

工正在分装切片的药材。

本报记者 赵 梅摄 ①①

②②

“岷县脱贫有‘三宝’，药材蜂蜜鼠
尾草”——这句在甘肃岷县广为流传的
顺口溜，是当地以产业发展助推脱贫攻
坚的真实写照。

近年来，在不断的探索实践中，岷
县聚焦“标准化种植、精深化加工、品牌
化营销”三大关键环节，构建起全产业
链中药材产业体系。

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之际，岷县正
深入探索道地药材主产区中药材产业
转型升级、做大做强的新途径，带领当
地群众脱贫致富。

从散种到绿色“订单种植”

初夏时节，走进岷县的田间地头，
当归、大黄、黄芪等中药材长势喜人。
今年52岁的岷县麻子川镇吴纳村村民
徐改新正忙着给黄芪放苗，如果价格
好，一亩地可以有4000元到5000元的
收入。

靠着这5亩地药材，她不仅供儿子
读了大学，还享受政策修起新房，过上
了好日子。

“以前主要种粮食，中药材是附带
着种。现在，重点种中药材，几乎不种
粮食了！”吴纳村党支部书记王海龙说，
吴纳村种植中药材起步早，为鼓励种
植，2008年，村里就开始普及当归熟地
育苗，由一名党员带动四五户村民一起
育苗、种植，不断扩大药材种植面积。
如今，吴纳村324户村民家家户户三分
之一的地都种上了中药材，人均收入
6000元左右。

“目前，全县中药材种植面积达到
60万亩，基本达到贫困人口人均一亩
中药材的水平。中药材收入占贫困户
收入的60%，在中药材主产区，这一比
例能达到80%至90%。”岷县扶贫办党
组成员杨虎胜说，岷县中药材种植历史
悠久，境内有283种中药材，如今发展
成为以当归、黄芪、党参为主的中药材
产业，已成为当地脱贫攻坚的主导产
业。

岷县中药材不仅种得多，而且全域
推进绿色标准化种植，让贫困户增加了
不少收益。

“我们合作社统一购买生物化肥、
农药，发放给种植户，在翻地时就指导
他们提前消杀，并进行科学轮作。”岷县
茶埠镇大竜村村委会主任、益农中药材
种植购销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邱富
文说，他们从田间地头就开始抓标准化
绿色种植，确保种植的中药材“量质并
重”，通过全面推行药草轮作倒茬等传
统技术、积极推广有机肥、病虫害综合
防治、强化农药管控等有效措施，全面
提升了药材质量，确保道地药材优质、
绿色、无污染，符合安全标准。

如今，当归、黄芪、党参标准化
绿色种植技术规范得到了全面推行，
中药材标准化绿色种植面积达到中药

材种植面积的80%以上，切实维护岷
归等道地药材优良品质，着力打造优
质优价的市场格局。

岷县突出规模化经营、标准化生
产、机械化耕作、产业化经营、信息化追
溯、订单化销售机制，在麻子川、寺沟镇
26个村建设2万亩中药材绿色标准化
种植基地，在蒲麻、申都、闾井建设万亩
当归标准化示范区；在18个乡镇建设
23个500亩以上集中连片中药材绿色
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集中连片示范区
建设企业、合作社达到41个。

目前，岷县有9家企业、31家合作
社建立集中连片标准化绿色种植基地

31个1.5万亩，参与农户4252户，其中
贫困户1667户，按照不低于5%的收购
价格签订订单4252份，为实现中药材
绿色高质量发展和农民可持续增收奠
定了坚实基础。

下一步，岷县将继续加强岷归、黄
芪、党参等道地中药材良种繁育基地和
规范化种植基地建设，规范发展中药材
种植专业合作社和合作联社，积极推广
有机、良好农业规范等认证手段，加强
道地中药材生产基地生态环境保护，推
动道地中药材种植绿色发展。

“合作社+”提升产业化水平

“去年我种的药材卖了2万元，在
合作社打工还收入3万元！”岷县茶埠
镇大竜村贫困户陈金芳说，以前4亩地
的药材卖不上1万元，价格不好就在家
里积压着，要时时操心，如今情况大不
一样了。

走进岷县益农中药材种植购销农
民专业合作社，工人们正在分别进行黄
芪切片、晾晒作业，车间里处处弥漫着
药香。

合作社2016年8月成立，以资金
入股、订单农业、吸纳就业、产品入股、
代购代销等多种方式带动贫困户脱贫
致富。“最近我们签了一个大单，和扬子
江药业签订了7000亩当归种植基地建
设协议，我们合作社承担3000亩当归
种植任务。”邱富文说。

2019年3月，为了更好发挥带贫
效应，邱富文联合其他4家合作社成立
了联合社，信息共享，抱团发展。目前，
合作社共带动周边两个乡镇11个行政
村456户农户种植中药材，其中286户
贫困户户均增收800元。

而在位于岷县十里镇的顺兴和中
药材有限责任公司里，GMP标准化饮
片生产线上也是一派繁忙景象。作为
当地的龙头企业，顺兴和中药材有限
责任公司以“企业+合作社+基地+农
户”模式，在申都乡新民村、蒲麻镇
包家沟村、闾井镇后治村、梅川镇永
星村建设当归、党参、黄芪基地3400
亩，带动农户416户，其中贫困户56
户，公司以高于市场价5%以上的价
格收购基地农户药材，户均可多增收
1000元以上。

为保证中药材产业化水平稳定提
升，岷县加快组建中药合作社和引进

培育龙头企业。下一步，岷县将在全
流程全生命周期保护岷县道地药材优
质安全的基础上，通过打造“龙头企
业+扶贫车间”产业新模式，增强中
药材产业对贫困户增收的带动作用，
全面提升岷县中药材精深加工产业
化、标准化和规模化水平。同时，利
用好“药食同源”政策，开发保健食
品、药膳配方、药妆等新产品，鼓励
支持县内中医药企业与国内外知名中
药企业及科研机构建立合作机制，大
力发展当归提取物和中药配方颗粒研
发，提升加工质量和水平，扩大精致
饮片比例，提高产品附加值。

电商助力销售转型升级

岷县聚和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
责人李爱军是从一台电脑出售自家药
材开启创业之路的，如今他已建成电商
扶贫车间，与本地8家农民专业合作社
签订购销协议，年发货物220万件以
上，2019 年线上线下销售收入达到
7600万元。“我们的固定用工人数是78
人，其中贫困户23人。”李爱军说，他们
培育出了聚和泰、岷府人家、汉草玖宝、
西野集4家线上品牌，且已入驻天猫、
淘宝、京东、拼多多等大型电商平台。

电商作为新兴产业，无疑是助推脱
贫攻坚、促进农民脱贫增收的有力武
器。近年来，岷县抢抓“全国电子商务
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建设的政策机遇，
强化保障、搭建平台、创新模式、结对帮
扶，探索出一条贫困地区“电商扶贫”新
路子，有力有效推动了全县电商产业快
速健康发展。

“我们带动电商从业人员6900余
人，带动贫困群众5900余人，人均年增
收800元以上。”岷县农业农村局党工
委副书记买自立说，岷县电商销售主要
以中药材为主，占到销售额的95%以
上，主要销往东南沿海地区。

下一步，岷县将利用产地市场优
势，依托电子商务平台，整合仓储物流、
质量检测、金融服务、大数据信息服务
及云平台等资源，改造升级中国当归城
传统线下中药材交易市场，通过“九统
一”岷归品牌战略的实施，以“中药材+
互联网+金融+质检+现代物流+产业
配套”全新商业模式，搭建现代大型大
宗中药材商品智慧交易平台，推动岷县
中药产业经营模式转型升级。

甘肃岷县：药乡焕发新活力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赵 梅

东西部扶贫协作是党中央为全面
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的大战略、大布
局和大举措。山东胶州市承担着与贵
州、甘肃、山东以及新疆等地区一些
县市的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任务。

近年来，胶州市在青岛市委、市
政府坚强领导及青岛市扶贫协作办精
心指导下，牢固树立对内脱贫与对外
协作“两个同等重要”的理念，突出

“市场+扶贫+政策”三要诀，把辣椒
产业作为东西部扶贫协作的重要途径
和领域，通过辣椒小产业优势互补，
助推扶贫大协作共赢发展，实现了东
西互助手拉手，共同致富奔小康的
目标。

胶州是全国最大的辣椒加工出口
集散地，胶州市在助推扶贫大协作中结
合自身实际优势，在辣椒上做文章。始
终把辣椒作为助力协作地加快发展的主
导产业，采取“公司+合作社+基地+农
户（贫困户）、企业+兵团+农户（贫困
户）”等产业化发展模式，与农户提前
签订订单，实施统一供苗、统一管理、
统一回购，切实解决了贫困户后顾之
忧。同时在技术上扶持，胶州市扶贫
协作、农业部门和辣椒协会每年定期
组织辣椒专家对辣椒种植户进行保姆
式技术培训，从椒苗培育、覆膜滴灌
到病虫害防控、田间管理，全过程、

全环节提供技术保障。
2019年，仅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

治州和静县种植达18万亩，占全县耕
地面积的1/3，包尔布呼村423户村
民中八成以上通过辣椒种植实现增收
致富。

由于辣椒业务市场的壮大，胶州
市从事辣椒加工及贸易的企业也不断
增多，到目前为止，全市从事辣椒加
工的贸易企业有360多家，其中仅在
新疆、甘肃从事辣椒生产加工贸易的
胶州企业就达100多家，2019年全市
辣椒交易额130多亿元，辣椒交易量
占全国的70%、出口量占全国的80%
以上，形成了从种子研发、辣椒机械
研制、加工贸易的全产业链条。

截至2019年底，胶州市辣椒加工
贸易企业相关辣椒订单面积发展到80
多万亩，其中新疆50多万亩、贵州4
万多亩、甘肃6万多亩。在辣椒产业
助推下，胶州市结对协作的贵州镇宁
县、甘肃徽县等地区顺利脱贫摘帽，
两地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均在
10%以上，真正实现了小辣椒、大协
作、共发展。

“东西部扶贫协作不仅仅是单向的
帮扶，更实现了双向互动、优势互
补、共赢发展。”青岛市委常委、胶州
市委书记刘建军说。

雨后初晴，满目葱茏。
河南省项城市郭平楼行政村马庄

自然村村民韩太永的院落里，一棵石
榴树硕果累累。

7月3日临近中午，驻村第一书记
郭哲宇再一次来到韩太永家，粉刷一
新的墙壁上，“明白卡”格外醒目，

“小果园”里的杨桃、柠檬已经开花，
葡萄正努力地抽出新芽。

韩太永风尘仆仆地赶回来，双手
紧紧握住了郭哲宇的手。

“地里庄稼咋样？”“还中，俺种的
玉米、芝麻都长势不赖。”

“一个人干5亩地的活，能顾得过
来吗？有啥困难，我们及时帮你解
决。”“没有，地里的农活我自己都能
干了，左邻右舍也会帮忙，没有什么
困难。”

石榴树下，他们唠起了家常。
两个月前，石榴花开正艳，农民

们正忙于“三夏”。郭哲宇来到韩太永
家的小院里，看到屋里屋外堆满了已
经装袋的小麦。郭哲宇放心了：老韩
家吃饭没问题啦！

韩太永，52岁，是郭平楼村一名
建档立卡贫困户，爱人患有精神疾
病，为了方便照顾爱人和3个年幼的
孩子，多年来他只能在家附近打零
工，爱人常年看病，孩子还要上学。
韩太永一个劳力，一边土里刨食，一
边照顾爱人和3个孩子，生活十分拮
据。吃饭、饮水、住房、孩子上学、
爱人看病等一系列问题压得他喘不过
气来。

驻村后，郭哲宇看到韩太永家的
情况，多次走访，因户施策，为他定
制了“暖巢行动”“教育扶贫”“家庭
保姆”“公益扶贫”等脱贫计划。那
时，韩太永家的石榴树刚吐出新芽。
二人紧握双手，开启了一场石榴树下
的约定。

仅仅过去几个月，韩太永家的小
麦已获丰收，秋季作物长势喜人，家
里的情况有所好转，餐桌上有肉有
菜。挂满果实的石榴树下，老韩紧锁
的眉头舒展开来。

提起儿女，韩太永竖起大拇指
说：“大女儿今年从湖南工业大学毕
业，如今在湖南株洲实习，大学四年
的学费，全靠国家助学贷款政策支
持；二女儿今年读高三，学校免除了
学费、住宿费、书费，每学期还补助
1500元；小儿子在项城职专上学，不
仅免学费，每学期还有学校补助的
1500 元，‘雨露计划’每学期补助
3000元。”

韩太永和爱人指着刚刚建好的新
房，向记者介绍说：“郭书记不仅关心
孩子的学业，也时时关心我们的住房
情况，今年我家进行了危房改造，你
看，屋内屋外全都粉刷得亮亮堂堂，
还为我家改造了厕所、拉起了围墙、
安装了大门，我们心里感谢着呢！”

永丰镇党委书记高锦告诉记者，
村里为韩太永安排了公益性岗位，每
月工资 600 元，还有低保补助每月
815元，加上他农闲时打零工，生活
会越来越好的。

石榴树下的约定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吴建成 邵佩佩

小辣椒 大协作 共发展
本报记者 刘 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