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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

甘肃宕昌:合作社助农有新招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赵 梅

忘不掉卓玛村医那双手
□ 王胜强

本版编辑 王薇薇 向 萌

在甘肃省提起陇南市宕昌县，让
人称道的是他们的合作社发展创新路
径和模式。

宕昌县探索出以贫困户为基础、
村办合作社为单元、乡镇联合社为纽
带、县联合社为主体、股份公司为龙头
的“金字塔”形产业发展体系。不仅解
决了贫困村缺乏主导产业，合作社带
贫能力不足，贫困户无法直接与市场
对接的问题，初步构建的电商销售引
领，线上线下结合，多种手段互补的农
特产品营销体系，为贫困地区、贫困户
抱团发展产业提供了借鉴，为宕昌县
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重要
保障。

村办合作社全覆盖

宕昌县自古就有“千年药乡、天然
药库”的美称。在全国12807种中药品
种中，宕昌就有690多种。尤其是当
归、党参、黄芪、大黄四种药材种植规模
大、产量高、品质优，还先后通过国家

“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
宕昌县庞家乡拉路村49岁建档立

卡贫困户冯想哇于2019年脱贫。今
年，拉路村时利和特色农业农民专业
合作社流转100亩土地种植大黄。冯
想哇便承包了100亩大黄的田间管理
任务。“要是管得好，年底收入5万元没
啥问题！”冯想哇说，他严格按照要求
进行栽种、除草、打药等田间管理工
作，3天至5天还会接受合作社检查，
管理若不到位，他会立即整改。

“村里像冯想哇这样承包田间管
理的有6户贫困户。”拉路村村委会主
任冉龙忠告诉记者，合作社在中药材
田间管理阶段，由村办合作社在本村、
本乡镇范围内选择责任心强的边缘
户、监测户和除兜底户外的未脱贫人
员作为苗期管理作业人员，开展中药
材苗期管理。

“我们要求每个行政村至少要有
两家合作社。”宕昌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任科德说，他们一手抓合作社组建，一
手抓规范化运营，在合作社缺乏能人
带动的情况下，由村两委领办组建村
办合作社336家，再筛选运营良好的
487家合作社与村办合作社联合，实现
每个行政村都有以村两委领办合作社
为主导的两个以上合作社。

“我们不仅实现了行政村合作社
全覆盖，而且实现了合作社带动贫困
户全覆盖。”任科德说，村办合作社成
立后，宕昌县又动员引导全县1.49万
户5.92万贫困群众，将2.96亿元到户
到人产业扶贫资金全部入股到336个
村办合作社，并对合作社运营实行规
范管理。

“以村办合作社打造标准化药材
种植基地，可以增加中药材附加值，帮
助贫困群众脱贫增收。”宕昌县委常
委、组织部长贾爱会说，村办合作社组
织贫困户采取全链条式、订单式、托管
式、跨村联合式等方式进行生产。

“贫困户不仅可以拿到产业到户

资金8%的保底收益，还有中药材订单
销售、土地流转金、合作社务工等增收
模式。”冉龙忠说，拉路村61户贫困户，
用产业到户资金入股合作社，把自身
利益紧紧联结到合作社产业发展中。
截至目前，宕昌县通过组建合作社，带
动全县4.03万户13.8万人增收。

成立联合社聚资源

为了解决村办合作社发展能力弱
问题，宕昌县在全县范围内组建村办
合作社联合社。

由各乡镇牵头，将本乡镇村办合
作社组织起来，每个乡镇组建一个乡
镇联合社，再由25个乡镇联合社共同
发起，成立县万众富民特色农业农民
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在宕昌哈达铺镇药乡农民专业合
作社联合社院内,玉岗村建档立卡贫
困户李彩英正在晾晒切片黄芪。“我一
天工资90元，去年一个冬天挣了2000
元。”李彩英说，她家两亩地种了黄芪、
大黄和洋芋，还在合作社入了股，年底
有分红，农闲时还能到合作社联合社
务工，又多了一份收入。

哈达铺镇药乡农民专业合作社联
合社成立于2018年 10月，是由哈达
铺镇29个村办合作社发起成立的，共
吸纳产业扶持资金1893.55万元。

“这个柳叶片是纯手工切片，还有
个名字‘金盏银盘菊花芯’，你看黄芪的
外圈黄色，内圈色泽分明，芯像菊花一
样，是品质最好的。”哈达铺镇药乡农民
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电商运营负责人扈
鹏泰正在直播推介黄芪片。“去年最好
时一天有1000多单，大多销往福建、上
海等南方地区，还有国际单呢。”扈鹏泰
说，他从今年4月开始做直播，最多时
围观人数有3000多人。

“我们直接带动583户增收，其中
325户是贫困户。间接辐射带动1084
户贫困户增收。”哈达铺镇药乡农民专
业合作社联合社理事长杨玉安说，联合
社整合各类资源，建成了中药材种植加
工、果蔬种植、食用菌棒加工、粉条加
工、土鸡放养、乡村旅游等多产业、多要
素、多功能融合发展的扶贫产业园。

任科德说，全县联合社组建成立
后，由村办合作社汇集部分贫困户入
股资金，代表各乡镇联合社和村办合
作社在组建的股份公司认购股份，行
使控股权。同时将股份公司的部分收
益按照股本分红，通过乡镇联合社和
村办合作社，发放给入股的贫困户。

“贫困户实现与市场的有效对接，
解决了产品销路问题。贫困村实现了
村有致富产业、户有致富门路，还解决
了合作社缺乏领办人、缺少发展资金、
财务不规范、产品销售难、抵御风险能
力低、产品标准化不高等问题。”宕昌
县委书记李平生说，宕昌持续推动产
业扶贫机制落地见效，初步建立了中
药材、食用菌、养蜂、养鸡“四大产业”
体系，带动贫困群众抱团发展产业，使
多方受益。

企业开拓市场助增收

“7月9日，在陇南市和青岛市市
场监管局对接签约中药材92吨、蜂蜜

2吨；中午火车赶到兰州，与农垦集团
对接蜂蜜供货工作；次日，在中天羊业
公司对接中药材货款催收……”

这段时间，陇南市羌源富民农业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冶平忠忙于
对接中药材、蜂蜜的销售、融资、消费
扶贫等工作。

这家公司实行现代企业制度，内设
综合部、财务部、电商营销部和6个产业
发展部，同时下设25个乡镇分公司，羌
源富民公司依据全县适宜发展的产业
规模，在分析预测市场前景的基础上，
制定年度生产指导计划，向乡镇分公司
和村办合作社下达年度目标任务，包括
种养品种、规模数量、质量标准等。

“我们加工生产的蜂蜜主要销往
天津、青岛及甘肃省内，还通过电商平
台开拓更多国内市场。”宕昌县兴昌蜂
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蔡鹏辉
说，公司收购全县19个乡镇93户蜂农
的蜂蜜。自2019年12月投产以来，至
今年6月中旬已销售宕昌白花蜜、黄芪
蜜、党参蜜27吨，带动40户贫困户户
均增收3000元。

“我们组建成立的羌源电子商务
展销中心，实现营销3293万元，研发的

‘宕昌黄芪茶’‘宕昌百花蜜’已经成了
网销爆款。”冶平忠说，通过富民公司
的多渠道销售，实现了农特产品的提
质增效，增强了市场竞争力。

“我们代表合作社直接对接市场，
通过订单、电商、帮扶单位、实体店、商
场超市等多种途径销售，可以将贫困
群众利益最大化。”冶平忠告诉记者，
村办合作社组织农户统一开展各类农
特产品的标准化生产，富民公司对村
办合作社生产的各类产品，统一制定
生产质量和技术标准，统一品牌创建
和包装（仓储），统一价格形成机制，统
一多元销售和利益分配，统一产业信
息管理和发布。

如今，宕昌县所有贫困户都加入了
村两委领办的合作社，涉及贫困户3万
多户。贫困户通过产业到户资金入股保
底分红、贫困户土地流转、合作社务工、
产品销售、资源资产入股、盈余分红6种
渠道从合作社获得收益，大大拓宽了贫
困户收入渠道，2019年通过发展产业带
动4673户1.99万人脱贫。

2019年，宕昌县通过创新模式带动
贫困户增收，退出贫困村144个，贫困户
脱贫7756户，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人均可
支配收入达6020元，同比增长20.5%。

今年 8 月，我在西藏自治区深入
10余个村庄调研采访，与近30位农牧
民面对面交心交谈，对每个人都留下
很深印象，其中最触动我的是一名叫
卓玛的村医。

卓玛今年36岁，个子不高，体形
微胖，说话平和，脸上有着典型的

“高原红”，在西藏自治区林芝市米瑞
乡玉荣增村从事村医工作已近 20 年。
她所在的村子海拔 3200 米，34 户共
178 人，卓玛不仅要负责全村一般

“头疼脑热”的医治、急难情况的应急
处置，还要负责全村孕产妇的巡诊回
访、地方病防治的宣传与跟踪。由于
全村人口少，日常情况下就诊量不
大，按照统一安排，卓玛每周一三五
坐诊，二四六日随叫随到，每月可领
到 1000 元的村医补助。她是名村医，
也是两个男孩的母亲，1000元的补助
不够平日生活开销，她在不坐诊的日
子就和丈夫去附近的蔬菜基地打零
工，每天200元，按日结算。

采访中，卓玛熟稔地操作着血压
计，一边听诊一边与村民用藏语交
谈。这让我能近距离地观察到她的双
手，那不是我们在城市里看到的医生
的巧手，而是一双布满老茧、骨节微
弯、粗大有力的手。这双手能够救死
扶伤，拿笔开药方，拿针能注射，这
也是一位普通农民的手，拿锄头能
种地。

起初，我还对卓玛既是医生又是

农牧民的身份有些疑虑，但当看见那
双手时，我被一种精神和力量深深地
震撼，一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和自力更
生用双手摆脱贫困的力量。如今，她
家的年收入已近5万元。

卓玛的精神和力量，在很多贫困
户身上都能看到。回望过去，我国能
在较短时间内取得脱贫攻坚的巨大成
就，除了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各级各
部门的扎实工作外，贫困户自身的精
神力量是不可或缺的内生动力。

当前，我国脱贫攻坚到了决战决
胜阶段，还有 52 个贫困县尚未摘帽，
一些摘帽地区的脱贫成果也有待巩
固。这些地区一般地处偏远，环境闭
塞，脱贫难度大。面对能否如期实现
脱贫攻坚目标，有些人对中国在年底
前能否啃下“硬骨头”感到信心不
足，国际上甚至出现了抹黑中国扶贫
成就、攻击中国扶贫造假的论调。

经过这次采访，我建议持有这些
论调的人走进贫困地区看一看，近距
离感受中国多样化成体系的脱贫政策
对贫困群众生活的改变，近距离地感
受这些贫困群众身上的那种韧劲与勤
劳，如果你能与卓玛好好聊一聊，一
定会被她感染，进而对中国的脱贫事
业充满信心。

这就是我忘不掉卓玛的原因。她
是一张名片，一张普通奋斗者的名
片；她传递一种信心，一种不畏困
难、必将战胜贫困的坚定信心。

穿行在甘肃陇南宕昌县的大街
小巷，处处可见中药材的影子。

田野间是成片的中药材田，专业
合作社、合作社联合社仓储的都是当
地种植的当归、党参、黄芪、大黄等中
药材。

“如今，当地群众的种植积极性
很高，标准化种植又提升了药材品
质。”甘肃琦昆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采
购部部长刘建刚说，宕昌绿色标准化
种植基地的规模在不断扩大，当地群
众对标准化种植技术的接受和认可
程度不断提升，这是推动传统产业向
前发展的动力。

传统产业跟随时代脚步，改进种

植技术，走绿色标准化种植之路，是
增加附加值、提高收入的根本途径。

在甘肃琦昆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仓储车间，300吨从宕昌5个乡镇收
购的大黄、党参、黄芪、当归有序存放
着，50吨正在装车，即将发往陇西的
医药企业。

“现在农户不怕种出来的药材没
销路，我们不愁收来的药材没销
路，‘订单农业’彻底改变了以前种
收不同步、市场信息不对称的情形，
畅通了销售渠道。”甘肃琦昆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高建军说，合作社
将农户、企业连成了完整的产业链，
企业需要什么，农户就种什么，在很

大程度上保障了农民收益。
今年全年，甘肃琦昆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预计将与当地村民签订2万
亩中药材种植协议。

“我们已经为36户贫困户168
人提供了稳定的工作岗位。生产车
间年销售额将达到3.6亿元，饮片生
产车间将为当地提供200个工作岗
位及季节性就业岗位约2400人次，
带动当地贫困人口稳定就业，稳定脱
贫。”高建军说，他们将以最新的生产
工艺和经营理念，以中药材生产的现
代化，倒逼传统种植业向规模化、高
效化、集约化方向发展，带动贫困地
区群众脱贫增收。

药农不再愁销路

对于四川省大凉山腹地的梭梭拉
打村村民来说，武警四川总队凉山支队
政治教导员布哈的到来，让这个彝族村
寨变了模样。

昭觉县是国家重点扶贫开发县、四
川省深度贫困县。身为梭梭拉打驻村
扶贫干部，布哈知道自己肩上沉甸甸的
担子，要带领1779名乡亲彻底脱贫。

刚一驻村，布哈就走遍了整个村
子。走访途中他遇到贫困户尼惹尔日，
经过了解，知道尼惹尔日的住房四处漏
风漏雨，虽然村里已将其列入民俗村统
一改造规划，但整修改造还得再等一阵
子。只会种地的他，失去了原先乡里的
工作，经济来源成了问题，愈发对生活
感到迷茫，经常酗酒。

布哈首先帮助尼惹尔日找工作。
说干就干，布哈带着尼惹尔日往县政
府、乡政府跑。时任四开乡乡长的马
秀英说：梭梭拉打有这样“倔”的扶
贫干部，乡亲们一定能早日过上好日
子。几天后，规划方案调整，布哈立
马带着人对尼惹尔日的住房开始改造
整修，还为尼惹尔日在砖厂找到了一
份工作。

看着眼前比自己还肯出力的汉子，
尼惹尔日心里既感动又愧疚，曾经满腹
的牢骚话换成了一个劲儿的“卡沙沙
（谢谢）”，还请布哈监督他戒酒。

从前，梭梭拉打村只有一个幼教
点，40多个孩子挤在两间阴暗简陋的
教室里。在写给武警四川总队的脱贫
帮扶建议中，布哈将援建幼儿园作为头
等大事呼吁。2019年9月，武警爱民
幼儿园正式建成投入使用，可容纳200
多名孩子接受免费学前教育。

布哈还与村两委研究制定新《村
规民约》，通过村民大会形式开展“我
们为什么贫穷”大讨论，鼓励大家主动
找“穷根”，组织村民代表到驻地中队
参观，引导群众自觉摒弃陋习、树立新
风尚。

通过布哈多方协调，武警四川总队
帮助村里修通了公路、修好了水渠，
356户人家住进新居，家家配发了“爱
心药箱”。村里还建起电子商务站、3
期蔬菜大棚、5个水冲式公用厕所、25
个封闭式垃圾池……全新的生活方式，
整洁的居住环境，唤起村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和追求。

如何因地制宜培养致富带头人，让
村民端起“金饭碗”，形成特色产业，是
布哈的心头大事。布哈了解得知，梭梭
拉打村的妇女基本都会彝族刺绣，如果
能形成规模化生产，就可以增收不少。

“彝绣不仅是一个家庭、一个村庄
的希望，更是对民族文化最好的弘扬与
传承。”布哈4次拜访昭觉县民间彝绣
专家阿合久都与中国彝族服饰收藏家
阿吉拉则，请他们帮助培训村里的绣
娘。现在村里百余名绣娘加入了彝绣
队伍，连73岁的老阿妈惹伍甲莫都加
入进来，一条条美丽的绣品在梭梭拉打
开始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

2019年4月10日，唯品会携手“非
遗扶贫联盟”设计师一行前往昭觉县进
行彝绣采风，布哈全程陪同，主动介绍
武警四川总队帮扶梭梭拉打村的“三年
规划”与梭梭拉打村彝绣产业发展的广
阔前景。最终，梭梭拉打村成为唯品会
全州唯一的彝绣项目合作村。通过采
取“非遗+时尚+电商+扶贫”模式，全
村发展刺绣让贫困群众每年稳定增收
2000元以上。

梭梭拉打村的林地资源非常丰
富，各类花卉花期非常长，是养殖蜜
蜂的天堂。布哈动员大学生俄洛瓦达
返乡创业，在村里成立了中华蜂养殖
专业合作社，推广“合作社+技术能
手+贫困户”模式。如今，村里151
户贫困户在短短两年内实现全部脱
贫，人均年收入达到6000元以上。

7月1日，梭梭拉打村委广场前，
20多名农村党员郑重地重温入党誓
词。此次党建活动的议题不多，但都
很重要：一是研究确认在本村退役士
兵、在读大学生中发展入党积极分子；
二是讨论下一步圣女果、螺丝椒的销
路问题……

这是布哈开展党建扶贫发挥党员
先锋模范带头作用的一个缩影，而为梭
梭拉打留下一支不走的扶贫队，也是布
哈驻村以来的想法。

“送钱送物，不如送个好支部！”在
部队长期担任党支部书记的布哈深知

“战斗堡垒”的重要性。他向上级党委
请示，经考察批准后，将这个普通的农
村党组织列为凉山支队党委的第38个
党支部，成为脱贫攻坚战的“一线指挥
部”。

武警四川总队凉山支队彝族干部布哈：

梭梭拉打村的“倔”干部
本报记者 姜天骄

哈达铺镇药乡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负责电商运营的扈鹏泰（左）正在直播中推销黄芪茶。 本报记者 赵 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