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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

云南会泽：自家“好东西”闯出大市场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周 斌 中国县域经济报记者 郑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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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百日攻坚以来，云南省会泽县
瞄准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成立了25个
县级作战工作组，组建作战小分队，加大
各级各类反馈问题整改清零，把易地扶
贫搬迁作为重点项目，把转移就业作为
主渠道，把产业培育作为主引擎，全面推
进脱贫攻坚工作。

通过易地扶贫搬迁，会泽基本解决
了“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难题。目
前，如何培育产业以确保贫困群众脱贫，
是会泽当前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工作
重心。

抓特色促增收

“一亩盐水软籽石榴可卖2万多元，
这1200多亩石榴到了盛产期可给合作
社带来2000多万元的收入。”会泽县娜
姑镇发基卡村村民、娜姑盐水软籽石榴
产销协会秘书长杨勇说，以前一亩地只
有几百元收入，如今能有2万多元。

不只是石榴，会泽在扶贫产业发展
之初，就将发展特色农产品放在首位。
会泽县副县长王志燕告诉记者，贫困的
重要原因是缺乏产业支撑，而且同质化
比较严重，就算有好产品也卖不出好价
钱。如今，会泽优选出了一批独具优势
的特色产业，会泽大洋芋、盐水石榴、火

红黑山羊、野马百合花、待补草莓等，都
能卖出好价钱。

会泽县老厂乡雅地窝村山高坡陡、
沟壑纵横，传统种植养殖业让村子始终
掘不了穷根。雅地窝村党总支书记杨绍
赋告诉记者，村里通过发展农业特色产
业，种植了410亩车厘子、230亩樱桃、
184亩辣椒、60亩魔芋等经济作物，村
民人均纯收入提高了2000多元。

老厂乡党委书记胡顺龙介绍，2016
年以前，每亩地实际效益不足300元。
现在通过招商引资、土地流转等方式大
力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既解决了百姓收
入低的问题，又有效带动了就业。

高寒冷凉曾经制约会泽农业发展，
如今却成了会泽的优势。野马村、钢厂
村利用气候优势种植的百合鲜切花，很
受市场欢迎，每亩地纯收入可达2万元。

“会泽草莓每年4月底上市，一年可
采摘8个月，霜降前都在产出。”会泽立
诚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石金虎介绍，
每亩草莓有1.8万元的利润，全县夏季
草莓种植面积4.5万亩左右，占全国夏
季草莓种植总量的80%。

会泽县结合县情实施特色产业培育
工程，已有“会泽大洋芋、乐业辣椒、火红
黑山羊、盐水石榴、宝珠梨”5个国家地
理标志农产品，另有20个绿色食品、13

个无公害农产品。截至目前，会泽马铃
薯81万余亩，年产值29.71亿元；中药材
3.5万亩，年产值3亿元；盐水石榴3.3万
亩，年产值2.8亿元；辣椒13.5万亩，年
产值4.3亿元；商品牛存栏57.3万头，列
云南第一；生猪年出栏264万头，位居云
南第二；上村乡成为亚洲最大的鲟鱼养
殖基地……

王志燕表示，会泽扶贫工作的重点
和难点是加大产业就业培育扶持力度，
完善带贫益贫机制，确保脱贫群众有稳
定可持续的收入。目前，会泽县特色优
势产业的发展不仅夯实了农业基础，还
有力推动了全县脱贫攻坚进程。

强投入稳就业

由于缺水，娜姑镇发基卡等各村产
业发展多年没有起色。杨书、杨勇兄弟
俩很小就到昆明肩挑水果走街串巷做小
买卖。后来做水果批发时，兄弟俩看到
家乡的盐水石榴在市场上每斤可卖30
多元，就萌发了回乡种石榴的想法，无奈
每次回乡只能看着缺水的荒山坡叹气。

王志燕介绍，会泽县自打响脱贫攻
坚战以来，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脱贫攻
坚的先导工程，实施“组组通”、人饮工程
建设等项目，水、电、路、讯等基础设施建
设日趋完善。

娜姑镇灌溉水渠盐海大沟修好了。
杨书、杨勇兄弟俩一看有了灌溉保障，回
村共同成立了会泽娜姑发基卡书勇石榴
种植专业合作社，带领160余户农民种
植了1200多亩石榴。

发基卡村党总支书记颜晶告诉记
者，截至目前，全村已种植石榴5000多
亩，其中92户贫困户因种植石榴相继脱
贫。石榴产业不但使贫困户收入增加，
而且激活了本地劳动力市场，曾经外出
打工的村民纷纷返乡参与石榴种植。

在驾车乡水塘村，会泽立诚草莓种
植专业合作社每天用工500多人，当地
群众在基地管理、草莓采摘、包装等方面

收入达400万元，人均1.5万元。水塘村
有17户贫困户长期在此务工，每户每年
务工收入达2万元以上。

深处乌蒙山腹地的会泽县，易地扶
贫搬迁也是脱贫攻坚的重要手段之一。

“十三五”期间，全县共建设集中安置点
125 个，搬迁安置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83627人，其中县城安置达62768人。
如何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能致富？会
泽县紧扣“两不愁三保障”，明确“近期靠
就业、中期靠产业、远期靠教育”的发展
思路，除转移就业增加务工收入外，还将
产业发展作为主要方向。

会泽县道成扶贫开发公司副总经理
李伟介绍，县里整合财政涉农资金
20724.95万元，成立会泽县道成扶贫开
发公司，建起了平台联建、资源联合、利
益联结“三联”机制，构建起县有总公司、
乡有分（子）公司、村有扶贫合作社的三
级产业扶贫体系，保障易地扶贫搬迁群
众能就业，村集体经济有收入。

2019年6月，易思芬一家人从老厂
乡安家坪村搬进了易地扶贫搬迁安置
点。道成扶贫开发公司一成立，她就被
安排到蔬菜基地上班，每月有3000多元
的收入，易思芬看到不用出远门打工，在
家门口就能有稳定收入，就让她的母亲
和妹妹也来这里上班。

李伟说，县城边这个现代化农业产
业扶贫基地有5900多亩，现在吸纳易地
扶贫搬迁群众200余人在基地务工，人
均每年务工收入1.4 万元。基地建成
后，可吸纳4350人就业。同时，还可带
动全县种植辣椒花椒、小杂粮等农特产
品20万亩以上，涉及8000多户农民，直
接解决2000余名搬迁群众的就业问题。

目前，产业扶贫成为会泽贫困群众
脱贫增收的坚实基础。会泽县扶贫办主
任刘林表示，截至目前，全县“两不愁三
保障”问题基本解决，各项指标全面达
标。接下来，会泽将聚焦“脱、稳、防”三
大重点，再发力、再冲刺，确保打赢这场
脱贫攻坚战。

脱贫攻坚已经到了发起冲锋的时候。全国
还有52个深度贫困县没有“摘帽”。这些地方
的干部群众正在补短板找差距，为如期实现脱
贫目标而努力着。在诸多攻坚措施中，夯实扶
贫产业基础，尽快提高群众收入，是一项硬
任务。

笔者在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看到，“短
平快”产业项目在提高群众收入上发挥了重要
作用。沿河是贵州省 14 个深度贫困县之一。
目前，还有剩余贫困村 22 个，贫困发生率从
28.47%降到了3.33%。他们年初确定辣椒、食用
菌（黑木耳）、生态鸡、生猪4个“短平快”产业。
今年秋天算账，这些项目大大提高了群众收
入。笔者在县里走访时看到，有的农户三两口
人通过种辣椒，年收入就达3万多元。

可贵的是，沿河县并不仅仅满足于这种“短
平快”的增收项目，他们还在谋划和全力推动生
态茶、生态果蔬、生态畜牧、生态中药材等生态
产业的发展。当地干部说，脱贫攻坚需要“短平
快”项目，但更要谋长远发展。

脱贫攻坚最难的还是产业发展。贫困地区
受制于自然条件和基础设施，受制于人才短缺
和市场环境，产业发展基础薄弱，困难多。脱贫
攻坚到了最后时刻，发展脱贫产业，提高群众收
入任务重，时间紧，尚未脱贫的地区确实需要一
些见效快的项目。沿河县发展脱贫产业，既要
求快，也想到要谋远，这种思路值得提倡。

如期实现脱贫目标，不让一户落下，这是脱
贫攻坚进入最后时刻的硬要求。推动“短平快”
项目的实施，让群众尽快看到实效，增加收入，
也有利于增强群众的脱贫信心。但是，脱贫攻
坚绝不是救一时之急，更不是做样子。脱贫攻
坚的重要意义在于推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达到一个新水平，与全国同步实现小康。因此，
在谋划产业发展的时候，不仅要考虑产业项目
的短期效果，更要想到脱贫产业对于一个地区未来发展的作用。在尽快
帮助群众增加收入的同时，也要为地区经济社会长远发展打基础。

从另一个方面看，实现脱贫攻坚目标，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脱
贫攻坚任务完成后，我们要更好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如何实现脱贫攻
坚与乡村振兴的对接，是贫困地区干部群众都在思考的问题。产业兴旺
是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夯实产业基础，既是实现脱贫攻坚的目标要求，
也是为乡村振兴打基础。在脱贫项目选择上，就得留出一些“提前量”，多
一点长远眼光。这样，才能使脱贫产业项目能够持续发挥作用，实现产业
兴旺。

脱贫攻坚深刻改变了贫困地区的面貌。这表现在路通了、村庄美了、
群众收入提高了，更体现在贫困地区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的改变上。对
于刚刚脱贫的地区来说，要站在乡村振兴的角度更好地巩固这种改变，实
现产业兴旺；对于正在奋力攻坚的未摘帽贫困县而言，更要以紧迫的心情
去推动和促进这种改变。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充分认识扶贫产业对于贫
困地区的意义，在这个基础上更好地去谋划和推动产业兴旺，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

一种全产业链消费扶贫新模式正在
深圳渐成气候。今年1月至7月，深圳
全市采购“832平台”国家定点贫困县、
粤东西北11市扶贫产品50多亿元。

近年来，深圳紧紧围绕解决消费扶
贫产供销问题，在“政府引导、社会参与、
市场运作、创新机制”上持续发力，与对
口帮扶地紧密协作，通过“基地规模化，
做强生产链；产品优质化，提升价值链；
销售立体化，畅通供应链；帮扶组织化，
优化生态链”，着力构建以“四化四链”为
基础的全产业链消费扶贫新模式，系统
推进消费扶贫行动。

深圳以农产品供深基地合作为切入
点，积极鼓励引导农业龙头企业到对口
帮扶地区投资发展，出台并修订深圳“菜
篮子”基地认定与监测管理有关办法，鼓
励在对口帮扶地区建设深圳“菜篮子”基
地，并给予相应补贴支持。据深圳市扶
贫协作和合作交流办公室党组书记、主
任刘卫翔介绍，目前，首批8家广西供深
农产品基地即将完成审核认证。基地建
设坚持问题导向，以产量稳定、质量稳

定、价格稳定“三个稳定”为主攻方向。
在产量稳定方面，深圳推行“总部+

基地+合作社+贫困户”模式，引导农业
龙头和重点企业到深圳对口帮扶地区投
资，以规模化保证农产品的稳定供应。
今年以来，深圳企业建设扶贫农产品基
地涉及总投资将达185亿元。未来3
年，计划与广西农业部门联合共建30个
以上农产品供深基地。

深圳坚持帮扶贫困地区群众发展生
产增收脱贫与解决城市“菜篮子”“米
袋子”“果盘子”问题相结合，按照市
场准入要求，通过“圳品”认证，引入
先进科技，助力产品走高质量发展之
路，打入深圳和粤港澳大湾区乃至更大
的消费市场。

在品质提升方面，深圳大力实施科
技支农行动，引导中国农科院深圳农业
基因组研究所、华大农业应用研究院等
专业机构，实施牦牛改良、海水稻等一批
科技品牌项目，创建深圳国际食品谷喀
什创新分谷，给农业振兴插上科技的
翅膀。

在品牌强化方面，深圳推进扶贫产
品“圳品”评价计划、“一县一品”特色产
业扶贫计划，提升扶贫产品影响力。“圳
品”评价计划将扶贫产品纳入“圳品”体
系进行指导管理。今年以来，深圳组织

“圳品”评价工作组，两次实地调研，开展
“圳品”业务指导和现场评价，推动广西
沃柑、油粘香米等七类10个产品纳入

“圳品”体系管理。
针对扶贫产品卖难问题，深圳坚持

把拓宽销售渠道放在首位，强化“线上和
线下”“市场和政府”“机关和企业”三协
同，着力构建农产品从贫困村、贫困户到
市民餐桌立体式、全方位供应链条。今
年以来，深圳在全面采购“832扶贫产
品”的同时，对深圳对口帮扶地区扶贫产
品进行全面摸排、动态管理，制定深圳市
消费扶贫产品名录。截至7月底，深圳
共收录9省（市）54个县1125个产品，带
动脱贫43576户131790人。

在线上和线下协同方面，深圳打造
市、区联动的“1+10”消费扶贫平台，并
利用互联网新零售拓宽销售渠道。线下

方面，打造“1+10”市、区消费扶贫中
心。“1”是重点打造投资约5000万元的
深圳海吉星消费扶贫中心，从市属国企
深农集团海吉星物流园专门划出1.5万
平方米场地，实现扶贫产品应进全进，并
依托深农集团在北京、上海、成都等26
个大中城市经营管理的38家综合批发
市场和网上交易市场，合力销售扶贫产
品。“10”即在深圳10个行政区，设立若
干个扶贫专柜专区、扶贫超市等，各区结
合实际，创新多种形式促进扶贫产品采
购销售。

线上方面，发动帮扶双方企业入驻
中国社会扶贫网、广东东西部扶贫协作
产品交易网、腾讯“为村”等平台，累计开
设网店3400多家。同时，着力打造“圳
扶贫”“京东深圳采购扶贫馆”“电商联
盟”等互联网平台，创新直播“带货”模
式，多点开花挖掘流量红利。深圳市扶
贫合作办与深圳卫视联合开展“电商+
网红达人+扶贫产品”系列活动，累计吸
引近50万名观众在线观看，达成交易
3000多笔（次）。

深圳：全产业链消费扶贫渐成气候

本报讯 记者赖永峰、通讯员李
莉报道：“经查，2016年3月、2017年
3月，时任龙潭镇南炉村党支部书记
朱某等4名村委会干部违规领取冬
春救助款共计 4800 元，2020 年 3
月，朱某受党内警告处分。”近日，江
西省高安市纪委监委对查处的3起
扶贫领域典型案例进行通报，这是该
市亮剑扶贫领域“微腐败”，严查扶贫
资金“跑冒滴漏”的一个缩影。

扶贫资金投入到哪里，监督检查
就跟进到哪里。在脱贫攻坚工作中，
高安聚焦扶贫领域资金管理和使用
关键环节、关键岗位，从严查处扶贫
领域贪污侵占、吃拿卡要、优亲厚友、
虚报冒领等问题。该市推行“日常监
督+派驻监督”常态化监督模式，联

合10个派驻纪检监察组，紧盯九大
扶贫工程牵头部门责任落实，扶贫资
金项目管理制度执行，扶贫资金项目
公告公示，扶贫资金支出进度，扶贫
资金绩效等重点内容，严把扶贫资金

“监督关”。全市共查处扶贫领域腐
败和作风问题141个，涉及扶贫资金
5.1万元。

为推动扶贫资金“颗粒归仓”，
高安集中开展了扶贫领域违纪违法
款物收缴清退活动，让挪用的钱挪
回来、让截留的钱流下去、让贪占
的钱吐出来，切实维护群众利益，
坚决防止党员干部利用扶贫机会

“捞一把”。截至目前，该市共收缴
清退扶贫领域违纪违法款物32万
余元。

江西高安:

杜绝扶贫资金“跑冒滴漏”

9 月 12 日，工人在兴隆县孤山子镇一家板栗深加工企业的生产车间工
作。近年来，河北省兴隆县把发展板栗产业作为群众脱贫致富的重要工作，不
断加大板栗产品科研力度，延伸板栗深加工产业链。目前，兴隆县利用板栗为
原料生产的产品除供应国内市场外，还远销国外。 王立群摄（新华社发）

会泽县贫困户易思芬在会泽道成扶贫开发公司种植蘑菇，月收入3000多元。
（资料照片）

板栗深加工助农户脱贫

□ 本报记者 杨阳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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