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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

本版编辑 王薇薇 李 景

四川普格：精准帮扶惠彝乡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钟华林 刘 畅

既“抱西瓜”也“捡芝麻”
本报记者 乔文汇 通讯员 韩世猛

青海藏族聚居区农网改造行动结束——

用上电更要用好电
本报记者 石 晶 通讯员 许显青 王 娟

产业强、教育兴、住房美……走进
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普格县，新发展、
新气象鼓舞人心。当前，脱贫攻坚进入
到了冲刺阶段，普格县即将交上一张优
秀的答卷，预计今年将退出15个贫困
村，17486名贫困人口脱贫，实现贫困
县摘帽。

找准特色谋发展

“我原本是一名普通农民，是党和
国家培养我成为一名农业专家。我愿
把技术知识回馈给更广袤的土地。”邹
才巨是四川泸州市龙马潭区农业农村
局农业推广研究员，今年64岁的他放
弃了退休后的安逸生活，于2017年来
到普格县发展生姜产业，当地干部群众
称他为战贫老“姜”军，产业“领头羊”。

荞窝镇耿底村村主任王明英告诉
经济日报记者，邹才巨帮扶荞窝镇发展
了800多亩生姜，他自己种植的100亩
生姜，亩产达3000多斤。从选种、挖
沟、培土再到排水，王明英学到这些种
植技术后带领耿底村村民从零学起，成
为了村里的种姜致富带头人。

从荞窝镇“起家”，到2019年年末，
普格县已有6个乡镇种植生姜1200
亩，或务工或自己种姜，越来越多农户
从产业发展中受益。提起邹才巨，当地
村民赞不绝口，“姜，还是老的辣！”

邹才巨说，高原气候特征加上富硒
土壤是普格县发展农业的“天赋”。近
年来，普格县充分利用自然优势，紧抓
特色产业发展，仅2019年就投入产业
扶贫项目资金1.19亿元用于建设中药
材、魔芋、食用菌等22个生产基地，新
建“1+X”林业生态产业基地2万亩，嫁
接桑树143万株，种植蔬菜5.2万亩、中
药材1935亩，当地正在形成“一乡一
业、一村一品”特色农业大格局。

产业布局离不开龙头企业带动。
2013年3月份，四川朴素农业有限公
司负责人夏尚有带领员工来到特尔果
乡洛脚俄补村，计划投资2100万元建
设特尔果现代田园综合体。2019年，
综合体按照“公司+村集体专合社+贫
困户”模式，投资550余万元，试种优质
果桑、脆桃等果树100余亩，建成1000
平方米养鸡场和500平方米高山黑猪
养殖基地，养殖高山黑乌鸡5000只、中
华蜂100箱。“2019年，洛脚俄补村村
集体经济实现收入5万元，17户贫困
户土地流转收入6.76万元，近40名工
人到综合体打工，支出工资50万元左
右。”夏尚有说。

“过去洛脚俄补村是只产土豆和玉
米的山村，如今通过改变产业结构，种
养结合，今年即可按期脱贫，随着果树
陆续挂果，致富奔小康也指日可待。”洛
脚俄补村第一书记刘明告诉记者。

种得好，养得好，更要卖得好。为
了帮助普格县的农产品找到销路，4月
30日，大凉山(普格)优质农产品展销中
心在泸州市龙马潭区正式开业，苦荞
茶、燕麦、蜂蜜等优质、绿色、健康的农

产品深受市民青睐，仅开业当天，展销
中心就销售农产品48万余元。

扶贫扶智两不误

扶贫既要富口袋，也要富脑袋。
为了让教育成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
治本之策，普格县近年来狠抓教育扶
贫，建立健全教育扶贫制度体系。在
确保“一个都不少”控辍保学工作目标
的基础上，该县共计投入10.3 亿元，
全面推进学校标准化、信息化建设，累
计改扩建校舍368个，全县中小学教
学仪器配齐率达100%。对越来越多
的凉山娃来说，上学是一件快乐的、有
意义的事，上学使他们养成了好习惯，
增长了见识。

“我现在已经养成了隔两三天就要
洗一次澡的习惯，学校里的浴室既干净
又方便，老师和奶奶都夸我爱干净。”今
年8岁的阿热尔呷就读的普格县五道
箐乡中心校建于2012年。在学校没有
浴室时，200多名住校生只有周末回家
才能洗澡，由于没有养成洗澡的习惯，
不少孩子即便周末回家也不洗澡。今
年4月份，投资15万元新建的“共青浴
室”正式投用后，老师善于引导，孩子们
积极配合，从勤洗澡到勤洗手、勤剪指
甲，大家逐渐养成了良好的卫生习惯。

“阿热尔呷的奶奶现在不会坐在地
上吃饭了。”五道箐乡中心校校长胡正
华说，通过孩子带动，更多彝族家长认
识到讲卫生问题，大家都愿意把家里收
拾得干干净净，对勤劳整洁的认同度越
来越高，这就是“小手拉大手”的成效。

目前，泸州市龙马潭区在普格县5
所学校修建了浴室，为2500余名师生
解决了洗澡问题。另外，44台直饮水
机已在普格14所学校安装完毕，能为

9000余名师生解决安全饮水问题。
螺髻山镇黄草坪村小学校自从安

上了自动加温的安全直饮水机后，孩子
们慢慢改变了喝生水的习惯。学校校
长米色日哈说：“过去孩子们喝生水的习
惯很不好，肚子老疼，本来我们一直在提
倡喝热水，但是没条件，自从安了饮水机
以后，大家的饮水习惯就规范了。”

普格县还有一支“云端上的雏鹰足
球队”，这是2019年3月份由泸州市龙
马潭区8名援彝干部在螺髻山镇铁道
兵希望学校组织成立的。在援彝干部
和学校师生共同努力下，螺髻山镇铁道
兵希望学校足球队从无到有，逐步壮
大，仅用两个月时间就成为唯一一支打
入凉山州足球比赛前八强的乡镇足球
队。2019年10月份，球队赴龙马潭区
和多所小学开展了为期一周的交流，孩
子们走出大凉山，开阔了视野，激发了
对足球的热爱和学习热情。

“交流回来以后，我们就得到了一
个好消息，学校获评全国校园足球特色
学校。现在我们正谋划成立一个以选
拔足球人才为目的的龙马足球精英班，
人才选拔范围也扩展到整个普格县的
中小学。”螺髻山镇铁道兵希望学校足
球队教练林伦容说。

近3年来，普格县加快健全教育扶
贫制度体系，已落实经费2亿余元，确
保11.9万余名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享受

“三免一补”惠民政策；落实经费8400
余万元，确保12.2万余名学生享受营
养改善计划；落实经费1200万元，累计
为7500名高中学生免除学费、教科书
费，提供助学金……缩差距、补短板，越
来越多孩子享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从
修建浴室、安装饮水机，再到组建足球
队，优质教育培养了孩子们的兴趣，让
快乐学习成为现实。

彝家新寨拔地起

一栋栋整修一新的校舍，一排排错
落有致的彝家民居见证了普格脱贫攻
坚的成效。

“云端上的美丽彝寨”，这是当地干
部群众对哈力洛乡四甘日村新村聚居
点——龙马新村最贴切的称谓。在海
拔2700米的聚居点，57套宽敞明亮的
新房外就是整洁笔直的道路，近300名
居住在这里的村民共同维护着干净整
洁的村容村貌。看书、上网、跳坝坝
舞……功能完备的活动中心是大家茶

余饭后最爱去的地方。靠着“查尔瓦”
编织、蜜蜂养殖、外出务工，村民们早在
2017年年末就已经脱贫。脱贫摘帽不
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村民阿都此贵一家5口住在龙马
新村6号一栋130平方米的两层小楼
里。“沙发、茶几、电视、冰箱，家里什么
都不缺，生活就跟城里人一样。”阿都此
贵说，政府为了鼓励大家自力更生创造
美好生活，搬家时便约定按一定比例补
贴大家购买家具家电，他一共收到了
3000多元补贴。

2018年年末，阿都此贵参加了村
里组织的建筑工种技能培训，2019年
年初就在普格县工地找到了工作，务
工年收入4万多元。“住龙马新村就要
有龙马精神，这是我2017年年底搬进
新家时对自己说的话，多干多得、早干
先得，只要肯干，机会多得很。”阿都
此贵说。

脱贫不返贫，才是真脱贫。荞窝镇
云盘山村株木树集中安置点的85户村
民不仅在去年初搬进了新家，还在政府
合理规划下实现了就近务工，既有了收
入又照顾了家庭。

这85套崭新的小楼房配套完善了
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房前屋后还
为大伙预留了0.1亩小菜园，群众根据
自我意愿种果树或种蔬菜，四季都有收
获。为了方便大家就近务工，当地政府
在安置点周边利用涉农整合资金发展
了翠冠梨80亩，25亩鱼塘改造建设正
在加快推进。眼下，占地600余亩、投
资2亿元的大型养猪场正在建设当中，
村民们通过打工、入股、土地流转等方
式参与到了产业发展中。

为了让贫困群众能住上安全、干
净、配套齐全的新房子，去年普格县全
力推进安全住房建设工作，建成彝家新
寨3977户，实现9566人易地扶贫搬
迁、东西部扶贫协作危房改造444户。
今年，普格县还将完成2592户非建档
立卡特殊困难户安全住房建设，确保安
全住房惠及每一户每一人。

“这19米，能增收1000元！”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四十四团去年实现
贫困团场摘帽以来，继续强化责任意
识，脱贫攻坚不断迈向精细化。记者在
该团十八连看到，每家院落后门院墙前
都搭起了葡萄架。“平均每户19米长，
栽种葡萄，还可套种板栗。”该团十八连
党支部第一书记蒋红说，“这1000元是
从‘犄角旮旯’硬抠出来的效益。”

深挖潜力，细抠效益。脱贫摘帽
后，四十四团围绕巩固脱贫成果，下大
力气补短板，提升脱贫质量和成色。“脱
贫攻坚工作每天都在向群众‘现场直
播’，不仅要干起来，而且必须实起来、
细起来。”团党委书记、政委姜松表示，

“我们千方百计挖掘增收潜力，既‘抱西
瓜’，也‘捡芝麻’。”

“抱西瓜”就是从大的方面着眼，坚
决落实各项脱贫举措。四十四团因地
制宜，实施了产业扶持、住房保障、教育
脱贫、劳动力转移、基础设施建设、健康
扶贫、扶志扶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
扶贫政策有效衔接等八大工程，并在摘
帽后继续予以巩固，确保高质量打赢脱
贫攻坚战。

“捡芝麻”则是重点聚焦脱贫后的
发展，仔细梳理每一个可能的增收环
节，深入挖掘增收潜力。“比如，在发展
庭院经济方面，就是要将每一块巴掌大
点的地方利用好，不漏掉每一粒‘芝
麻’。”姜松介绍。

进入夏季，四十四团家家户户的小
庭院，变身为“小果园”“小菜园”，满眼
绿色、充满生机。着眼于充分利用每家
每户的院落，各连队党支部带领大家发
展庭院经济，发展小菜园、小果园、小棚
圈、小禽舍、小藤架等，让庭院方寸地结

出“致富果”。
在十八连，连队党支部还鼓励有一

技之长的群众在自家小院开办小吃店
等店铺，拓展增收渠道。今年4月份，
团场职工阿里木·克里木和妻子开了一
间“美食小伙饭馆”，供应抓饭、拉面、馄
饨等，6月份收入达到8000元。“算起
来，院子里的收入比地里还高呢。”阿里
木·克里木边忙碌边对记者说。

发展高效农业，是利用好每一分土
地，确保高收益的重要途径。对此，四十
四团利用新疆农垦科学院、石河子大学所
派驻连工作队的优势，推广种植新技术、
新品种。五连种棉大户艾尼·艾依提通过
土地流转，种植500多亩棉地。在新疆农
垦科学院驻连工作队协调下，棉花、水肥
等领域专家来此“把脉会诊”，去年亩产从
300多公斤增加到约450公斤。

此外，黄沙基质水肥一体化大棚番
茄种植技术，也在四十四团示范推广。
石河子大学王登伟团队研发的这项技
术以及与之配套的温室大棚控制系统，
可使每亩番茄春秋两茬总产量达到14
吨，比普通温室大棚产量高近1倍，投
入当年即可收回成本并略有盈利；第二
年便可实现较高收益，按每个农户管理
2个大棚计算，每年每户可获得5万元
至6万元的收入。

为将林果经济效益放大，将更多流
通、生产环节利润留在本地，四十四团
大力发展电商、加工经济。在新疆戈壁
美农电商有限公司，一箱箱灰枣、巴旦
木、葡萄干等打包待运。“实在忙不过
来，前几天开展了直播带货，现在不得
不暂停。”企业负责人朱家财说，发展好
本土电商，可拉动种植端，共同做大效
益蛋糕，提升种植户增收空间。

近日，随着青海玉树称多县110千
伏II回供电线路带电投运，2018年至
2020年“三区三州”青海藏族聚居区农
网改造升级行动提前10天圆满画上句
号。3年期间，累计实施960个项目共
惠及省内48.5万户186.3万贫困人口，
实现了青海深度贫困地区由“用上电”
向“用好电”的转变。

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先后
建成玉树、果洛联网工程，实施村村通
动力电“两年攻坚战”等工程基础上，制
定了2018年至2020年“三区三州”青
海藏族聚居区农网改造升级行动计划，
累计投资86.34亿元，实施网架补强和
大电网延伸工程，解决了496个建档立
卡贫困村、279个深度贫困村、503个
易地扶贫搬迁村用电问题，让深度贫困
地区群众用上了稳定电。

“电网改造完，村里盖了扶贫宾馆，
我们57个贫困户可以到这里打工。而
且，家里通了动力电，我用扶贫款买了
粉碎机和搅拌机，自己可以多养牛羊，
还开了饲料加工作坊。现在全家有3
份收入，年收入能达到5万元了。”海南
藏族自治州共和县江西沟镇元者村村
民闹日多杰是深度贫困地区电网升级
改造的受益者之一。

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央隆乡911
户2886名牧民也享受到了大电网延伸
带来的好生活。以往，该乡下辖4个村

全部使用离网光伏供电，由于光伏电站
发电能力有限，央隆乡用电通常是“早供
晚停、阴天连停”。2019年，国网青海电
力筹措1.38亿元实施海北央隆大电网
延伸工程，让央隆乡用上了稳定电。

“青海‘三区三州’电网项目大多位
于三江源地区，具有高寒缺氧、地形复
杂、生态脆弱等特点，工程翻越海拔
4000米以上高山大岭10余座，多次横
跨长江、澜沧江天险，项目施工难度大、
工期紧、任务重。”国网青海电力副总工
程师杨记宁介绍。

“觉顶山海拔5310米，一瓶10升的
氧气只能用6分钟，氧气不够用，只能咬
牙坚持，但再苦再难我们也要让贫困群
众用上大网电。”国网玉树供电公司称多
业主项目部项目经理韩建青说。爬冰卧
雪、人扛马驮，电网建设者凭着坚定的意
志把铁塔立在了崇山峻岭间。同时，为
最大程度减少电网建设对生态环境造成
的影响，该公司因地制宜采用机械组塔、
索道运输、草皮移植养护等方式，有效保
护了三江源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

随着“三区三州”电网建设项目陆续
竣工投运，国网青海电力供电范围内对
藏族聚居区供电可靠率提升至99.8%，
电压合格率提升至99.5%，户均配变容
量提升至2.48千伏安，高于国家指标
24%，不仅满足了当地群众电气化生活
用电，也为当地产业发展增添了动力。

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四十四团扶贫车间，老员工吐孙·尼亚孜汗（站立者）
在指导新员工工作。 韩世猛摄（中经视觉）

图① 6 月 15 日，在普格县特
尔果乡洛脚俄补村，当地的彝族同
胞正在领取由政府无偿提供的扶贫
鸡苗。 杨尚威摄（中经视觉）

图② 普格县螺髻山镇子热村
幼教点内，彝族小朋友正在操场上
做游戏。 杨尚威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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