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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

贵州紫云：出实招用能人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吴秉泽 王新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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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编辑 王薇薇 向 萌

今年以来，贵州省紫云县全力克服
新冠肺炎疫情、水旱灾害等不利影响，
尽锐出战，进一步补短板、强弱项，大力
发展劳务经济、致富产业。截至目前，
该县已达到脱贫摘帽条件，剩余未脱贫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已达到脱贫标准，未
出列贫困村达到退出标准。

擦亮“金字招牌”

白露时分，正值紫云县白石岩乡的
红芯红薯进入采收旺季。只要天气条
件允许，农民就会到地里挖红薯。

2011年，“紫云红芯红薯”被认定为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作为“紫云红芯
红薯”核心产区，白石岩乡的红芯红薯
今年刚上市就销售了100万斤。

白石岩乡党委书记班祖刚告诉记
者，如果下雨时间稍长一些，存货就会
断档，“受限于地理条件，把能种的土地
全利用上，今年也只种了1.5万亩”。

近年来，白石岩乡紧紧握住“国家
地理标志产品”这块“金字招牌”，采用

“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统一供
苗、统一技术、统一保底回收，打造“紫
云红芯红薯”种植核心区和发展示范
区，让群众发了“薯”财。

负责“紫云红芯红薯”销售的白石
岩乡农村经济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
理王应江告诉记者，“紫云红芯红薯”预
计今年可为该乡贫困群众人均增收
5000元以上。

没有产业支撑，就难以稳定脱贫。
紫云山平地非常有限，全县500亩以上

的坝子仅15个，总面积只有2.2万亩。
坝子虽小，只要用好就能起到不小

的示范带动作用。紫云将坝区作为农
业产业结构调整示范点，在完善水、电、
路等配套设施基础上，采用“龙头企业+
合作社+农户”模式，发展红辣椒、红芯
红薯和菜心，极大提升了土地价值。

在坝区示范带动下，紫云县与贵州
秀辣天下、南山婆等龙头企业合作，统
筹12个乡镇的农村经济发展公司、162
个村合作社，稳步推进特色优势产业发
展。据了解，该县今年共种植红芯红薯
3万亩、辣椒3.2万亩、蔬菜4.7万亩，此
外中药材、薏仁米、牧草的种植面积也
不小。

产业规模上去了，如何保障农民收
入？紫云县一方面积极销售农产品，将
农产品打包后由龙头企业统购统销，对
外搭建销售平台，确保农产品“优质优
价”；另一方面，构建“721”利益联结分
配模式，即产业收益70%用于贫困户分
红，20%用于发展村集体经济，10%用于
二次分配，这样既能保障群众收益，又
能激发贫困户内生发展动力。

为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对群众
增收的影响，紫云县今年为主导产业购
置农业保险，让农业企业、合作社、农户
不受或少受损失，降低群众因自然灾害
致贫、返贫风险，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果。

拓展“就业地图”

走进紫云县松山街道城南社区送
雁劳务有限公司办公区域，一块两米长

的电子大屏幕首先映入眼帘，上面滚动
播放着企业招聘信息，服务窗口不时有
群众前来咨询。送雁劳务有限公司总
经理陈江告诉记者，该公司是紫云县外
出务工人员服务平台，为群众提供就业
培训、招聘信息以及劳动争议处理、政
策法规咨询等多项服务，“群众有就业
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找我们”。

为了积极拓展“就业地图”，紫云县
于今年4月成立送雁劳务有限公司，下
辖13个劳务分公司，10个易地扶贫搬
迁安置点劳务合作社和168个村级劳务
合作社，170多名劳务经纪人为群众提
供就业服务。

今年初，为促进就业，紫云县主动
与省内外人社部门、用工企业对接，合
作开通劳务输出绿色通道，形成从“家
门口”到“厂门口”的一站式输送，让输
出人员及时就业。据了解，紫云县先后
免费输送1.1万人外出务工就业，其中
贫困劳动力4000余人。据了解，紫云
县目前有近9万名青壮年在外务工。

对于不能外出务工的贫困群众，紫
云县引进一批劳动密集型企业到当地
开办扶贫车间，吸纳群众就地就近就
业。紫云县火花镇九岭村是个偏远小
山村。2019年，该村成立布依古寨种植
养殖村社合一农民专业合作社，购买23
台绣花机成立扶贫车间，从事工艺品加
工。扶贫车间让家有孩子不能外出务
工的罗金凤重新上岗，“按件计酬，每月
收入2000多元，关键能照顾孩子”。罗
金凤说。紫云县人社部门数据显示，该
县目前认定的扶贫车间有68家，累计吸
纳就业近2200人。

除了扶贫车间，紫云县还以公司为
载体，整合涉农扶贫资金，大力发展林
下食用菌、林下鸡和林下蜂等农业产
业，吸纳群众务工。

据紫云县林业局局长金家顺介绍，
该县目前共在林下种植紫松茸 3500
亩，养殖林下鸡100万羽、林下蜂2.5万
群，为务工群众发放劳务报酬250余万
元，发放分红270余万元。

此外，紫云县还统筹资金开发护林
员、护路员、保洁员、救助巡护员、管水
员、就业扶贫特派员等“公益十岗”，为
家庭负担重、学历低、技能差、就业能力

弱的贫困群众提供就业岗位。截至目
前，该县通过“公益十岗”托底安置1.44
万人。

“兵支书”敢打硬仗

“真有两下子，不到半年就把产业
搞得红红火火！”说起猫营镇黄鹤营村
党支部书记黄恒礼，群众无不伸出大
拇指。

今年4月，黄恒礼回村任党支部书
记的消息在黄鹤营村传开了。黄恒礼
一直是乡亲们眼中的佼佼者——名校
毕业；参军后多次立功受奖，成长为正
团职干部，被授予上校军衔；2018年退
役后，成立了电商公司。

黄恒礼的父亲生前曾担任黄鹤营
村党支部书记多年，带领乡亲们与贫困
斗争了一辈子。在脱贫攻坚的关键时
刻，黄恒礼接过父亲的接力棒，带领乡
亲们脱贫致富。

在黄恒礼带领下，村里成立产业发
展党小组，带领群众走致富新路。今
年，村里种植辣椒150亩，养殖高山小黄
牛200多头，林下养蜂收获蜂蜜600多
斤。在电商帮助下，农产品走出了大
山，乡亲们的日子日渐红火。

脱贫攻坚战是一场硬仗，“啃硬骨
头”得选好带头人。决战时刻，紫云县吸
纳了一批退役军人担任村干部。在当
地，退役军人村干部被称为“兵支书”。
据紫云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胡清忠
说，该县现有“兵支书”99人，“他们始终
保持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打仗的作风，
积极发展产业，加快了全村的脱贫步
伐”。据统计，紫云县有“兵支书”的村，
累计发展产业200余项，吸纳农村劳动
力就业万余人，年人均收入超过3万元。

决战收官之年，紫云无一人做旁观
者。紫云县县长黄浩洋介绍，该县先后
从县直属部门和乡（镇、街道）选派6000
余名干部到村开展脱贫攻坚结对帮扶
工作，帮助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今年，紫云县又增派1300余名干
部下沉到村，组建脱贫攻坚前沿作战
队，全脱产到村（组）开展网格化驻点包
保工作，千方百计补齐短板，为按时高
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打下坚实基础。

2018年3月，在广西贵港市交警一大队担任
教导员的我被选派担任港南区瓦塘镇大村驻村第
一书记。扎根这里两年来，收获良多，感触颇深。

大村是港南区的偏远山村，距离城区约50公
里，人口3833人，其中贫困人口726人。第一次来
到这里，我被这里的偏远和落后震撼了，看到群众
生活过得如此艰苦，我心里一阵酸楚，决心努力帮
助乡亲们脱贫。经过调研，我发现基础设施落后
是制约大村发展的绊脚石，便积极筹集资金，努力
改善村里的基础设施。

“要致富，先修路！”村里狭窄又坑坑洼洼的泥
路不仅影响村民出行，更影响农产品和生产资料
运输，阻碍村民生产生活。担任第一书记后，我积
极奔走，推进村屯道路建设。两年来，共为大村争
取财政全额拨款项目19个，金额328.13万元，修
建村屯道路15条4.478公里。

虽然路修好了，但一到晚上，村里黑漆漆的，
于是我开始想办法为村里安装路灯。我向上级部
门了解相关政策及申报项目要求，多次奔走后，终
于申请到农村公益性事业奖补项目资金61.79万
元，为各屯安装路灯167盏。

大村需要改善的基础设施还有很多。房屋密
集，线路不通等情况都需改善。距离大村较远的
瓦窑屯，手机没有信号，电话打不通。在这个网络
发达的时代，没有手机信号对当地村民生活及工
作造成了较大影响。瓦窑屯正在发展种养业，对
农产品推广也造成很大影响。瓦窑屯四面是山，
在这样的地方建设手机基站，需要投入大量建设成本和人力、物力。我联系
电信公司，说明事情的重要性，电信公司立即安排工作人员对瓦窑屯进行信
号实地测试、勘察并建设手机基站。

我还为大村建立了“大村之声”广播室，这是港南区第一个村级广播室。
由我和村干部、优秀贫困小学生担任播音员。通过“大村之声”广播室将党和
政府的方针政策、扶贫措施、生产生活知识等信息传递到各屯各户，使贫困户
通过这个“小喇叭”及时了解党的相关政策法规以及生产生活知识。从此，静
悄悄的大村多了不少活力，小学生播音员也有了锻炼的平台。

两年来，村两委办公大楼焕然一新，村党员活动中心、篮球场、文艺舞台
让村民有了休闲娱乐场所，鸡母岭抽水站、思怀片饮水工程解决近万名群众
农业灌溉和日常饮水问题……看到大村各项基础设施一天天完善，乡亲们对
脱贫致富也充满信心。 （本报记者 童 政整理）

社区工厂像天上的星星散落在陕西
安康市汉滨区的各个社区里。目前，汉
滨社区共有工厂87家，厂房面积共4.9
万平方米，总投资2.75亿元，解决就业
7831人，其中贫困人口2527人。

“十二五”时期以来，汉滨区有5.59
万户19.97万人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在
新家园里开始了新生活。可搬迁后的贫
困群众要在哪里就业？靠什么增收？

汉滨区以充分就业、精准脱贫为目
标，探索在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创办
以家庭手工业为主要业态的社区工厂，
帮助搬迁群众就地就近就业。他们一方
面全面摸清搬迁群众的家庭情况，因户
施策、对症下药；另一方面坚持“先业后
搬”“以业促搬”“以业定搬”的发展思路，
认真分析各个社区周边的优劣势。汉滨
区确定对全区规模在300户以上的移民
搬迁社区建设标准化厂房；对规模100
户以上的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建设加工车

间，让易地扶贫搬迁群众“楼上居住、楼
下上班”。

他们统筹规划，将易地扶贫搬迁安
置社区建设与社区工厂同步规划、设计，
在每个大型安置区一楼预留门面房作为
社区工厂厂房，并配套水、电、路、网等基
础设施。所有厂房均根据就业人数多
少，通过以奖代补形式免费使用，确保返
乡创业有场所、工厂生产有车间、群众就
业有岗位。

厂房建起来了，如何把工厂引进
来？汉滨区建立“区级领导主抓、人社部
门牵头、区镇村三级联动、全社会共同参
与”的产业推进机制。同时，进一步优化
社区工厂营商环境，企业需要的所有手
续“一站式”办理，5至7个工作日内可全
部办结。

汉滨区放眼全国，吸引更多外地客
商和本乡人士返乡兴建社区工厂。汉滨
区主要领导亲自带队招商，主动邀请60

余家企业来汉滨考察。
企业引来了，社区工厂建起来了，政

府做什么？
汉滨区区长范传斌说：“只要项目

好，能带动群众致富，我们就全方位扶
持，提供全程‘保姆式’服务。”

对于企业来说，开办工厂一愁资金，
二愁招不到工人。在破解企业融资难方
面，汉滨区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合伙创业
或共同创业兴办社区工厂的企业给予最
高不超过50万元贴息贷款扶持；对在贫
困村兴办各类社区工厂，招用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达到企业职工总数30%（超过
100人的达到15%），并与其签订1年以
上劳动合同的可给予额度不超过200万
元的担保贷款……目前，在汉滨区已有9
家社区工厂获得各类贷款1000余万元，
为企业降低融资成本约300万元。

为解决企业招工难，汉滨区建立了
人才储备机制。对入住社区有劳动能力

的贫困户全员登记并免费开展技能培
训，向企业择优推荐。对毛绒玩具文创
产业企业新招录员工实施3个月中期技
能培训，每人每月补贴600元，共补贴
1800元，由企业组织实施培训并将补贴
直接兑现给企业。贫困劳动力参加企业
岗前培训的，每人每天给予50元生活和
交通费补贴，补贴标准最高每人不超过
500元，每年只享受一次……

据汉滨区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仅2019年，全区新增私营企业800余
家、个体工商户3053户。其中劳务能人
返乡创办各类实体1396户，创业人员
1850余人，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和贫困
劳动力实现就近就地就业5.5万人。

“我们就是要通过‘保姆式’服务、订
单式培训，大力培育社区工厂，让车间变
教室，让新社区工厂变成就业脱贫的主
抓手，力争实现全区每个社区建成一个
社区工厂。”汉滨区委书记王孝成说。

陕西安康市汉滨区解决易地扶贫搬迁贫困户增收难题——

社区小工厂成为就业脱贫主抓手
本报记者 雷 婷 通讯员 汪金波

亚东鲑鱼是西藏亚东县的特有
鱼种，属于冷水鱼，生存、繁衍对环境
要求很“挑剔”，野生亚东鲑鱼仅分布
于亚东县上亚东乡近20公里的山间
活水中。1992年，亚东鲑鱼被列入
西藏自治区二级重点水生野生保护
动物。

近年来，亚东县努力将生态优
势、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大力
发展亚东鲑鱼生态养殖产业，尝试
人工繁育亚东鲑鱼，在保护这一珍
贵资源的同时，对其进行合理适度
开发。

2015年，亚东县政府与上海海
洋大学合作成立亚东鲑鱼产学研基
地，邀请专家进行亚东鲑鱼人工繁育
技术研发，开展养殖技术培训，培养
本土技术人才。26岁的旦增拉杰是
最早一批掌握亚东鲑鱼养殖技术的
本地人。在学习鲑鱼养殖前，旦增拉
杰在周边建筑工地务工，每年只有5
个月能找到活干，工资也不高，是鲑
鱼养殖给旦增拉杰家带来新变化。
如今，旦增拉杰在亚东县产业园负责
鲑鱼鱼苗的饲养管理，每个月可以拿
到4700元工资。“我在春丕亚东鲑鱼
繁育基地学习工作了4年，今年年初
来到产业园。养鱼不仅工作环境好，
工资还高。”旦增拉杰乐呵呵地说。

旦增拉杰所在的亚东县产业园
2018年开始建设，今年1月正式运
营。园区由亚东玛曲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承担日常管理，西藏高峰生态科
技有限公司负责品牌宣传、冷链运
输、后期销售、产品开发等市场业务。

西藏高峰生态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总经理贡布介绍，目前园区孵化亚
东鲑鱼鱼苗400万尾，1年至3年鱼
龄的成鱼40万尾，已经形成规模化、
产业化发展格局。“去年全县销售亚
东鲑鱼10吨，今年园区投产运营后，
预计销售达20吨。鲑鱼虽小，但为
群众增收致富带来很大帮助。”贡
布说。

亚东县产业园解决就业29人，
其中大学生16人，年人均增收6万
元。24岁的米玛顿珠毕业于西藏职
业技术学院，目前在园区负责水、电
维护工作。“扣除五险一金，每月可以
拿到4500元工资。不仅在家门口就
能就业，还能参与到家乡的产业发展
中，心里很自豪。”米玛顿珠说。

如今，亚东县已经形成“1个产
业园+1个春丕亚东鲑鱼繁育基地+
4个合作社养殖基地+46座鱼池”的
产业结构，初步形成了完整产业链，
辐射带动亚东县 3 个乡镇 857 户
2321人实现增收。

贡布介绍，亚东县今后将采取多
种措施开拓亚东鲑鱼内地销售市场，
同时积极创建亚东鲑鱼现代化农业
示范园，探索新业态，拉长休闲农业
产业链，让鲑鱼成为实现群众稳定增
收的“致富鱼”。

西藏亚东：

一尾鲑鱼“活”产业
本报记者 贺建明

紫云县火花镇九岭村扶贫车间内，贫困群众在加工民族工艺品。
本报记者 吴秉泽摄

旦增拉杰正在管理亚东鲑鱼鱼苗。 本报记者 贺建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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