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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

广西都安：敢叫“石山”换新颜
本报记者 童 政 周骁骏 中国县域经济报记者 朱柳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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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3年多艰苦奋战，都安累计脱
贫 82个村 13.28 万人，贫困发生率从
26.64%下降到13.19%，2020年还要脱
贫65个村4733户17509人。”广西河池
市副市长、都安县委书记陈继勇说。

都安县今年剩余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在广西最多。贫困人口占比高、贫困发
生率高，“三保障”水平低，产业发展程度
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薄弱，低保
贫困人口脱贫任务重、兜底任务重、防止
返贫任务重等情况在都安依然突出。决
战脱贫攻坚之年，对于都安来说，要啃下
的不仅是“硬骨头”，更要击碎这块坚硬
的贫困“顽石”。

“贷牛还牛”兴产业

在大石山区，自然条件恶劣，人多地
少，贫困户缺少产业支撑和致富技术是
制约都安瑶族自治县产业发展最大的
障碍。自开展脱贫攻坚工作以来，为彻
底扭转贫困户无产业无技术的现状，都
安本着“送钱送物不如送一门致富技术”
的扶贫理念，政府、企业、保险、农户协同
推进，形成“政府扶持、企业牵头、农户代
养、贷牛还牛、还牛再贷”滚动发展的扶
贫发展模式，做强做大都安“瑶山牛”和
都安山羊品牌。

在都安地苏镇镇兴村，村民陆飞琴
正将手里的饲料一把把投入牛栏前的食
槽。今年她家养了22头牛，年初卖掉6
头挣了3万元，日子比之前好过很多。

2017年以前，陆飞琴家里有一个生
病的孩子，主要收入靠丈夫外出打工，日
子过得紧紧巴巴。要发展产业，贫困户
没有本钱怎么行？帮扶干部告诉她，都

安县推出“贷牛还牛”政策，利用贫困户
5万元小额信贷每年所享有的4000元
收益金帮贫困户购买1头牛犊饲养，卖
牛再贷，滚动发展。

依靠小额信贷，不用花钱就能把牛
犊牵回家。这样的好事让陆飞琴看到了
脱贫的希望，她马上向帮扶干部报了
名。得益于该模式，2017年，陆飞琴家
养了3头牛，卖出后收入23500元，加上
丈夫打工的收入，一家人当年就脱贫
了。“不用什么本钱就能领一头牛回来
养，养好了不愁卖，玉米饲料是我租地种
的，种粮改种饲料政府还有奖补呢！”陆
飞琴指着家门口的玉米地说。

近年来，当地引进广西都安嘉豪实
业有限公司作为“贷牛还牛”扶贫产业龙
头企业。嘉豪公司投入3亿元，建立广
西都安百旺养牛科研繁育基地和大都华
牛生态养殖科技示范园，打造广西首个
万头良种牛养殖繁育基地。

光是养牛还不够，为了给“贷牛还
牛”扶贫产业提供持续发展保障，嘉豪公
司继续投入2亿元，建设广西都安西南
冷链仓储物流中心，实现了“贷牛还牛”
扶贫产业“供、储、展、运、销、配”全链条
追溯和电子结算。

在龙头企业带动下，都安养殖的肉
牛屠宰、加工、冷链环节实现无缝衔接。

“2017年至2020年，公司预计为贫困户
发放牛犊5万头以上，贫困户饲养肉牛
每年可增加收入6000元至8000元，养
殖科研基地和冷链物流中心带动贫困户
就业1500多人，贫困户年收入达2.4万
元以上。”广西都安嘉豪实业有限公司办
公室主任韦干流说。

截至目前，都安已发放25799头牛

犊，覆盖22764户贫困户，全县有肉牛近
15万头，建立起“县有基地、乡有牛场、
村有牛舍、户有牛羊”的发展格局，形成
了“贷牛还牛”闭环产业链。该模式还得
到粤桂扶贫协作资金的大力支持，2018
年以来，深圳市共安排4980万元帮扶资
金支持“贷牛还牛”产业发展，先后组织
10多家大型餐饮配送公司、连锁超市到
都安考察、洽谈，帮助都安品牌“瑶山牛”
开拓深圳市场。

综合施策促脱贫

距离都安县城70公里，有一个居住
着1500多人的小山村，2015年贫困发
生率达92%。那就是下坳镇高王村，目
前仍有27.12%的人口未脱贫。

为什么高王村这么穷？缺水、少地、
不通路！吃水全靠天，住的是茅草房，全
村人均耕地面积约0.46亩。由于没有
通屯道路，从村部走到各个队（屯）最少
要3小时。

该怎样“开山劈石”，搬走阻碍群众
发展的“大山”？都安县深入实施道路、
饮水、住房、农村电网改造等基础设施建
设。近年来，高王村完成新建屯级道路
13 条 15.6 公里，扩建屯级道路 8 条
10.33公里，硬化道路13条19.35公里，
实现了屯屯都通水泥路。

在高王村龙腊屯，记者遇到村民蒙
炳周：“以前没修好路时，我根本出不了
门。”2007年，他在上山砍柴时不慎摔倒
致残。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后，蒙炳周家
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一家人都纳
入了低保。2018年，他家还得到了4.45
万元危房改造补贴，盖起了120平方米
的新房。有了低保和残疾人补贴作为生
活保障，帮扶干部又引导他发展种养业
增加收入，安排他的妻子蓝福艳做村里
的保洁员，每个月都能领到1300元工
资。今年，蒙炳周一家预计人均收入达
5000元左右，很快就能脱贫摘帽。

“以前喝水都靠天，不下雨只能走2
小时的山路去打水，现在政府不仅帮我
家盖了新房，还修了水柜，日子好过多
了。”蓝福艳说，如今村里路也通了，她把
3个孩子都送出大山去上学，夫妻俩坚
信，有了知识，就不会再贫困了。

2016年以来，高王村完成68户危
房改造，建成集中供水工程1个、家庭水
柜64个，宽带网络通到村部，移动信号
覆盖17个村民小组，一直以来困扰村民
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全部得到解决。

基础设施的完善带来了“石山”的大
变样，4个特色产业在高王村兴起：养
牛、养羊、核桃和茶辣种植。“贷牛还牛”
产业稳步推进。截至目前，高王村已经
发放142头牛犊、524只种羊，共覆盖
218户贫困户；核桃种植面积1324亩，
茶辣种植面积165亩。

通过补齐短板和发展产业，2016年
以来，高王村已有169户1045人脱贫。
截至2019年底，村里还有50户346人
未脱贫，贫困发生率降至27.12%。今
年，该村继续抓好扶贫特色产业，加大搬
迁后续扶持，强化社保兜底等举措，争取
到年底实现整村脱贫摘帽。

搬出“石山”谋发展

与蒙炳周不同，在下坳镇一些自然

条件更加恶劣的村屯，群众选择了搬出
大山，住进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新区红星
社区。

从龙麻村搬迁出来的贫困户罗荣
坤，一家9口人在2017年分别住进了90
平方米和70平方米的新房。“从村里搬
出来的生活变得太好了！小区环境好，
基础设施齐全，送孩子上学也很方便。”
罗荣坤说，以前要走近3小时的山路送
两个孩子去上学，搬出来以后小儿子就
在小区旁的幼儿园就读，走路只要 5
分钟。

截至目前，都安县易地扶贫搬迁
46747 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45081人，是广西搬迁人数最多、任务最
重的县。截至2019年12月底，该县20
个安置点11110套（栋）安置房及配套设
施全部建成，建档立卡贫困人口45081
人全部搬迁入住。

在都安，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已全面
转向后续扶持阶段。如何做好搬迁文章
的“后半篇”？记者在都安八仙易地扶贫
搬迁新区找到了答案。这是都安县规模
最大、安置人口最多的安置点，目前已搬
迁入住18个乡镇4968户20360人。

记者了解到，该新区2016年9月开
工建设，同步配套了交通、水电、通信、教
育、银行、卫生医疗、活动场所等基础设
施，实现公共服务全覆盖。

这么大规模的安置区，如何让群众
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都安县打出了一张“东西协作牌”，
借助粤桂扶贫协作平台多渠道解决搬迁
群众就业问题：一是输送一批劳动力到
广东务工，二是安排一批劳动力在新区
配套粤桂扶贫协作八仙产业园上岗就
业，三是通过社区公益性岗位安置贫困
人口就业，多渠道实现群众搬出“石山”
谋发展的目标。

在粤桂扶贫协作八仙产业园一期工
程的厂房里，搬迁户蓝天辉正在广西都
安乐宜电子玩具有限公司的流水线上组
装玩具配件，戴着口罩也难掩他的笑意：

“搬出后的日子非常幸福！”从拉烈镇搬
出来的蓝天辉，不仅住上了新房，还能就
近工作，每月都有稳定的收入，对于患有
腿部残疾的蓝天辉来说，生活得到了极
大改善。

搬迁户兰海程在产业园区广西都安
祥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找到了搬出大山
后的第一份工作。该公司聘用的260多
名员工中，从贫困村搬迁到八仙易地扶
贫搬迁安置新区的有115名。“来这里打
工每月收入3500元至4000元，比原来
的收入提高了很多。”兰海程说。

都安县粤桂扶贫协作八仙产业园是
易地扶贫搬迁产业配套项目，主要安排
八仙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新区5000户搬
迁群众就业。第一期可安排2500人就
业。今年9月份，第二期可安排约2000
人就业，园区满产后可带动 4000 至
6000人就业，让贫困户真正实现在家门
口就业，脱贫致富。

为了让搬出“石山”的群众得以发
展，都安把“扶贫车间”建在家门口，在全
县每个安置点预留5亩至10亩的产业
用地,创建劳动密集型“扶贫车间”，帮助
贫困劳动力在家门口就业，实现“挣钱顾
家两不误”。目前，全县建设了12个“扶
贫车间”正投产招工，吸纳入厂就业搬迁
贫困劳动力1494人。

转眼间，我到甘肃静宁县张安村驻村
已经两年多了，看着村里的硬化路又增加
了，村集体经济有了稳定长效的收入，我心
里美滋滋的。回望两年多的经历，越发觉
得帮扶脱贫一定得因地制宜，来不得半点
想当然。

2018 年5月，我来到静宁县担任村第
一书记和帮扶工作队队长。静宁是甘肃乃
至全国重要的苹果产区，来之前我听到最
多的是静宁果农如何勤劳致富、创业发家
的故事。一路上，我兴奋不已，谋划着一定
要带领乡亲们走上这金苹果铺就的致富之
路，彻底甩掉贫困帽子。

我要去的三合乡张安村是静宁县最偏
远的一个贫困村。到了张安村，迎接我的
除了村干部的热情之外，还有村党支部书
记那沉重和焦虑的眼神。当我兴奋地畅谈
种植苹果的想法规划时，村党支部书记却
淡淡地说了一句：“明天县里有位农业专家
来讲课，你刚好和乡亲们见一面，完了咱们
再说。”

这一夜我兴奋不已，还准备了发言稿，
要用我当宣传干部的特长，先来个开门红。

第二天上午，村民们陆续来到村部，
授课专家也准时出现。“我是省委宣传部
的干部，叫王焱，我也是咱们村新来的第
一书记、驻村帮扶队队长……”大家一脸
迷茫地看着我，并没有我预想的热烈场
面，甚至让我有些尴尬。村党支部书记拍
拍我的肩膀说：“让专家先说吧。”课讲完
了，我的金苹果也完了。张安村地处北部
山区，自然条件、气候、海拔根本不适合
种苹果。

“张安村2013年底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102户425人，贫困发生率为60.46%。”看着
村党支部书记，我在想该怎么让全村脱贫
摘帽？先摸清情况，才能心中有数。说干
就干，我和驻村干部、帮扶队员马上开始入户调研。经过1个多月的入户
走访，我发现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大，产业培育低，基础设施差，就是张
安村的现状。

要脱贫，张安村该走哪条路？村两委经过反复论证，认为张安村应该
走“旱作农业促养牛，杂粮劳务保增收”的产业增收道路。决定了主攻方
向，就得紧抓农时。转眼到了洋芋、玉米、秋粮收获的季节，村干部一边动
员大家增加养牛数量，收割饲草玉米青储饲料，一边帮忙联系销售洋芋，
更重要的是动员大家来年增加油料作物和小杂粮种植规模。

问题又来了，村民觉得费时费力，产量不高，最重要的是怕卖不上
价。怎么办？甘肃省推进的“三变”改革为我们提供了思路和办法，静宁
县各乡成立了农业产业公司，“扶贫车间”马上投产，这就是我们的致富法
宝。我们挨家挨户动员，告诉村民，张安村要成立自己的特色种植养殖合
作社，统一计划种植养殖，统一收购销售，加上集体配股资金，走产业扶贫
的路子，一定可以。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共同努力，2018年10月份，张安村成功组建
了2个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为12户贫困户颁发了社员证和股金证，2019
年继续为35户贫困户颁发了社员证和股金证，目前47户贫困户全部配
股，纳入合作社范围；通过补助建棚、贷款养牛等政策扶持，建成张安村养
殖小区，现在肉牛养殖规模已达244头；各家种植的小杂粮和油料进一步
扩大，为乡润民农业产业公司提供了大量高品质的产品原料，肉牛养殖成
功消化了自产的饲草玉米并提供了就业岗位。张安村初步形成了以养牛
和劳务为主导产业，玉米、杂粮、油料等地方特色优势产业兼备的产业
格局。

找准特色，尊重规律，张安村还在继续向前奔。

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王下乡是海
南“母亲河”南渡江的发源地，森林覆盖
率达98%，也是海南生态环境最优美的
乡镇。但同时，这里也是海南最偏远、最
贫穷、最落后的乡镇。

守着“绿水青山”的王下人被贫穷困
扰了很长时间，始终没能找到致富路
径。为了彻底摆脱贫穷，昌江县委县政
府贯彻生态补偿机制，转变王下人落后
的生产生活方式；坚持实施教育移民工
程，斩断致贫根源；紧抓生态环境和黎族
文化这两张“王牌”，打通“绿水青山”转
化“金山银山”之路，黎族同胞们吃上“旅
游饭”，奔向小康生活。

三块石头垒个灶，四根木桩一张床，
一条麻绳全家挂，住茅草房，吃山兰米，
这就是王下人曾经的生活。由于人多地

少，烧山种稻、焚山而猎成了王下人不得
已的谋生手段。2003年前后，烧山开荒
虽被禁止，但仍屡禁不绝。

三派村村民符春英经营着一家农家
乐，“要不是因为生态补偿，我现在还要
经常上山砍柴讨生活呢”。符春英告诉
记者，她的父辈们一辈子都在山里谋
生活。

2007年前后，符春英拿到政府发放
的生态补偿金，全家5口人每月共165
元。符春英说，钱虽然不多，但是从那时
起，村民们意识到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
性，再也没有人烧山开荒了。

为了彻底掘除穷根，昌江在王下乡
实施“教育移民”工程，激活内生动力，打
通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精神末梢”，
改变了村民等靠要的思想观念，实现“扶

智”带动“扶志”的双赢。“教育扶贫移民
工程”实施14年来，王下乡共有952人
走出大山，从连续15年没有高中生到如
今123人考上大学、500多人接受中等
职业教育。

“2014年我从昌江职业学校汽车应
用与维修专业毕业后，在北京找了份工
作，每个月有6000多元收入。如果没有
教育移民，我可能还在大山里混日子。”
王下乡村民韩建鹏说。

今年 5月 1日，王下乡“黎花三
里”旅游项目面世，5天内接待游客3
万多人。项目包括“诗里画里”三派
村、“时光里”洪水村、“酒里歌里”浪
论村，一步一里各有风情，一草一木都
记录着“中国第一黎乡”的生动画面。
据介绍，“黎花三里”旅游项目以黎族

文化为魂，在就地取材、不乱拆迁也不
乱造景，保护好当地生态文化、生态环
境、黎族文化的前提下，逐步实现村民
生活旅游化、村民生活场景景区化。未
来，这里还将逐步开启美丽乡村游、美
丽乡村深度游等，让百姓能够真正在文
化助旅过程中端稳这碗“旅游饭”。

昌江县委书记黄金城介绍，“王下乡
现在是农民变演员、田园变公园、民屋变
客房。这里不仅有橡胶林、黄花梨等资
源，还有乡村旅游、林下养殖、黎族特色
产品等产业，这些都是重要财富。下一
步，王下乡在加快完善‘黎花三里’项目
一期工程的同时，扎实做好二期项目规
划建设，确保项目可持续发展，努力将

‘黎花三里’旅游项目打造成王下人的
‘聚宝盆’”。

海南昌江王下乡：

“世外黎乡”端稳“旅游饭”
本报记者 潘世鹏

家住贵州省贞丰县北盘江镇查
耳岩村的刘标，每天早上8点都会准
时到志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扶贫
车间工作。“在这里，只要肯学肯干，
月入2000元不是难事。最重要的
是，这里接纳残疾人，让我们心里很
踏实。”说起现在的工作，刘标脸上难
掩笑意。

刘标曾经因为一场车祸，花光了
家里所有的积蓄，虽然保住了性命，
但身体落下了残疾，一家人也因此陷
入贫困。虽然能一瘸一拐走路，但干
不了体力活。1年前，刘标抱着试试
看的心态来到志立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扶贫车间，得益于浙江省宁波市海
曙区对口帮扶政策，他顺利在这里找
到了合适的工作岗位，一个月能拿到
2000元左右的工资。

为助力对口帮扶地区群众就业，
浙江宁波海曙区在贵州省贞丰县建
起了14个扶贫车间，志立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2019年得
到海曙区对口帮扶资金100万元后，
志立电子便加快残疾人扶贫工厂项
目建设，实现安置就业近60人，该公
司今年再次获得了劳务补助资金。

“海曙区东西部协作补助资金对新员
工培训起到了关键作用。”志立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盛说。

在贞丰县龙兴街道心安处社区

的新市民文化创意产业园扶贫车间，
下肢残疾的工人负责手工竹编，上肢
残疾的工人负责操作简单设备，脑瘫
患者则负责打扫卫生……在这里，

“特殊群体”合理分工，凭借劳动实现
脱贫。从小残疾的何仕武原本是龙
场镇五里岗村保山田组的贫困户，从
前跟随父亲学习竹艺编织，现在是该
车间技术指导。身材不高的他在车
间里却很有威望，大家都叫他“何
伯”。“因为行动不方便，原来出门卖
东西难，收入低，空有好手艺。”何仕
武说，现在只需要专心干活，不用操
心别的事情，收入也稳定了，每天过
得都很幸福。

贞丰县原生态的手工制品具有
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颇受宁波市民
青睐。作为海曙区残联扶持起来的
残疾人文创产品展销平台“灿益工
坊”，在经过打样、下单、展陈、销售等
环节后，将贵州残疾匠人制作的手工
艺品送进了宁波百姓家。

据了解，自2018年宁波海曙区
与贞丰县签订东西部扶贫协作协议
以来，该区在贞丰县累计安排对口帮
扶财政资金1.4亿元，实施各类扶贫
项目62个；引导12家外地企业到贞
丰投资，企业实际投资额达10.3亿
元，已带动1万余名贫困人口增收
脱贫。

浙江宁波海曙区对口帮扶贵州贞丰县——

“特殊群体”不再难
本报记者 郁进东 通讯员 孙 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