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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

吉林延边的打糕、泡菜、黑木耳，
贵州黔西南的扎染、香酥辣椒，新疆库
车的灰枣、牛奶和风干牛肉吸引了宁波
鄞州区的市民，每周他们都来“山丘市
集”采购。近日，位于宁波市鄞州区南
部商务区的山丘市集民俗风情街区“爱
心集市”火热开市，20余家对口帮扶
地区特产及美食经营户参加展销，还有
商户通过“农产品+互联网+自媒体直
播”等方式，开展线上线下销售。

在今年全国消费扶贫月期间，“山
丘市集”每周开展山丘“爱心集市”活
动，免费提供150家特色集市摊位进行
展示销售，每场集市将重点邀请20余
家对口帮扶地区特产及美食经营户设
摊，根据安排，集市摊主将把总销售的
5%作为爱心款，定向捐赠给宁波八大
对口帮扶地区。“民俗商业街+特色集
市”助力脱贫攻坚，是鄞州积极探索消

费扶贫新模式的又一实践。
打造消费扶贫综合体，开辟市场共

享新窗口。2019年10月，由鄞州区打
造的全国首个消费扶贫综合体——山丘
市集民俗风情街区在宁波最繁华的商圈
开业，一年来街区通过消费平台街区
化、商家遴选市场化、管理团队专业化
的创新运营模式，已集聚金达莱丝路、
味道延吉、长白娃参茸馆、西藏比如馆
等宁波对口帮扶地区的特色品牌商户
21家。截至目前，街区已经实现总销
售3800万元，其中扶贫零售及餐饮销
售1200万元。

运用众包众筹新模式，实现精准扶
贫。聚焦延吉和龙独特的大米资源，鄞
州创新推出“共享稻田”特色消费扶贫
项目。“‘共享稻田’开创了农产品
C2C模式，和龙农户直接面向鄞州消
费者，减少了许多中间环节，把原本中

间环节的利润直接转让给农户，切实让
农户的‘米袋子’变成‘钱袋子’。”宁
波市委常委、鄞州区委书记褚银良告诉
记者。

“共享稻田”每次一推出就被宁波
地区爱心人士、企业一抢而光。据统
计，2018年至2019年成功销售“共享
稻田”1.4万份，累计销售额1400万
元，带动贫困人口2609人，人均增收
1588元。

建立鼓励机制撬动社会力量参与。

在消费扶贫推进过程中，鄞州区建立健
全消费扶贫利益联结机制，确保长效推
进。制定出台消费扶贫相关扶持政策，
对采购和龙、延吉等对口帮扶地区农特
产品并带动贫困人口增收的企业，如订
单额达到100万元以上的给予一定奖
励；认定26家企业作为线下消费扶贫
企业，展示展销对口帮扶地区的农特产
品等。据统计，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开
展3年来，鄞州各领域累计消费帮扶金
额达1亿元。

宁波鄞州区打造消费扶贫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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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地处贵州
东北部。闻名全国的乌江有130多公里
流经该县域。乌江两岸是峰峦叠嶂的大
山，沟壑山岭间散布着大大小小的村寨。

交通不畅曾是制约沿河县发展的最
大因素。近年来，沿河县不但通了高速
公路，而且村村通了水泥路。交通改善
了沿河产业发展的基础，贫困群众在山
岭深沟间点燃了脱贫产业的火花，这火
花必将成为熊熊火焰，照亮整个沿河的
脱贫发展之路。

让传统产品长成产业

贵州人爱吃辣椒，很长时间里贵州
辣椒却做不成产业。

68岁的田富红在沿河县官舟镇红
星村生活了几十年，几乎天天吃辣椒，但
是从来没有想过卖辣椒也能增加收入。
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村里的戏台前交
售辣椒，红艳艳的辣椒装了一筐又一筐。

今年，他和老伴种了6亩辣椒，估计
年收入2万元以上。家里还卖了一头
牛，也有9000多元收入。田富红年轻时
东奔西走，在外地打工20多年，现在回
家种田。谈起生活，他说，家里住着三层
楼房，装修就花了10多万元，“日子过得
越来越好，过去想吃肉，现在想吃素”。

记者走访了几个乡镇，辣椒是这里

的主要农产品。泉坝镇黄池村是一个偏
远山村，也是镇里不多的未脱贫村之
一。今年，村里种植合作社种了330多
亩辣椒。沿河县政协派驻泉坝镇脱贫攻
坚指挥部指挥长宋辉说，仅辣椒这一
项，黄池村集体年收入达 45万元以
上。今年，全镇辣椒种植面积有
2516.5亩。辣椒不仅成为黄池村重要
收入来源，还是泉坝镇贫困户脱贫的重
要产业。

宋辉分析说，过去泉坝镇辣椒种植
只有200亩至300亩，都是农民零散栽
种。因为交通不便，距离城镇又远，没
有人想过辣椒也是增收门路。这两年，
黄池村交通有了很大改善，今年4月通
了柏油路，农民出行方便了，外地车辆
进村也快捷了，辣椒运输更容易了。基
础设施完善，小产品才可能上规模，成
产业。

泉坝镇是沿河县比较偏远的一个乡
镇。泉坝镇辣椒产业发展，是沿河产业
增收的一部分。脱贫攻坚工作中，沿河
县认真落实贵州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发展脱贫产业的要求，把种植经济作物
当作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产业来抓。

收入怎样才能增加？沿河县进行长
远产业规划的同时，提出也要有“短平
快”项目。辣椒、食用菌（黑木耳）、生态
鸡和生猪4个产业被沿河县确定为增收

“短平快”项目。据了解，2019年仅这4
个产业，就带动贫困户19573户增收。
沿河县今年新发展辣椒种植5.92万亩，
已经采摘销售4000多吨。县里通过引
进加工企业、打通销售渠道等措施，让辣
椒变成商品，帮农民增收。

官舟镇马脑村的农民今年都忙着在
智能化菌棒厂上班。日产6万袋的梵天
菌业沿河智能化菌棒厂在这里建成投
产，工厂成为农民打工就业的重要途
径。肖永婵的工作是在生产线上装菌
袋，在深圳打工五六年的她，今年没有外
出打工。“工厂一天给80元工资，虽然比
在外边少一些，但可以照顾孩子，照顾
家。”她说，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比出去
好多了。

农民增收需要“短平快”产业。这些
产业为农民带来了直接收益，也让贫困
户对脱贫充满信心。

借外力补齐产业短板

产业是脱贫的基础，但贫困地区往
往存在产业发展的短板。因为短板补不
起来，产业发展就很难，也很慢。沿河县
发展脱贫产业，在挖掘潜力的同时，十分
注重借助外力。借外力补齐短板，脱贫
产业发展便更顺了。

养猪是当地农民的习惯，但农民一
家一户养猪，规模上不去；建养猪场，一
方面资金不够，另一方面规模上去了又
愁销售。规模、资金和销路都是制约山
区生猪养殖产业的瓶颈。沿河县的办法
是与外地企业合作，以“代养”方式来弥
补自身产业要素的不足。

他们与四川一家企业合作，采取“龙
头企业+合作社+农户”形式，发展生猪
代养场。企业提供猪苗和饲料，负责技
术培训，合作社组织农民进行“代养”，养
到一定标准，企业负责屠宰、销售等后续
环节。今年，沿河县已经发展了43个生
猪代养场。该项目辐射带动项目区农户
3852户1.54万人增收。

四川这家企业计划今年到明年，在
沿河发展生猪养殖30万头。这个项目
将覆盖官舟、中寨、夹石等16个乡镇（街
道）36个村。有了这种合作形式，生猪
养殖产业将成为带动沿河农民稳定增收
的重要产业。

高峰村是深度贫困村，全村146户
561人过着“望天吃饭”的日子。如今，
村里建起了农业产业园，人们的生活正
在发生变化。52岁的罗贤国在有机养
殖基地负责养殖，每年稳定收入 7万
元。因为夫妻两人都有腰椎病，干不了
重活，曾经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如今有
了这份工作，罗贤国说：“收入稳定，家里
也脱贫了。”

高峰村驻村干部黄娟琴说，从长远
看，农业产业园不仅提升了农业产业化
发展速度，更直接的是增加了农民收入。

高峰村的产业园是江苏张家港市善
港村帮助建立的。2017年以来，张家港
参加东西部扶贫协作，对口帮扶沿河
县。张家港对沿河的帮扶包括产业发

展、基础设施、人才培养、文化教育、基层
党建、社会管理等各个方面。

曾经村外的一个荒沟，现在建起了
一排排整齐的塑料大棚。1994年出生
的祁男是善港村派到这里做技术指导
的。他来了快3年，高峰村的每个人几
乎都认识他。据他介绍，这个有机农业
产业园有60亩，张家港还帮助高峰村建
设了183亩有机茶园、一个生态养殖基
地。仅该产业园就吸纳30余名劳动力
在这里长期务工，直接带动50名贫困户
增收。

张家港的帮扶，给钱给人给技术，更
重要的是帮助沿河补起了现代农业产业
发展的短板，提升了沿河农业发展效
益。补齐短板，就能带动产业发展。沿
河规划了“生态茶、生态果蔬、生态畜牧
业、生态中药材”四大生态产业，还确定
辣椒、食用菌（黑木耳）、养鸡、养猪等“短
平快”增收项目。农业产业发展正成为
沿河脱贫攻坚的有力支撑。

把贫困户“绑”在产业链上

产业发展只有与贫困户紧紧联结起
来，才能发挥带动增收的作用。沿河县
一方面在发展脱贫产业上努力，另一方
面也在与贫困户联结上想办法。他们的
办法是在村里成立合作社，吸收贫困户
加入，用这种方式把贫困户“绑”在产业
链上。

在泉坝镇进行脱贫督导指挥，作为
指挥长的宋辉对于这种“捆绑”方式感触
很深。黄池村过去一直在扶贫，也成立
过经济合作组织，但只有少数人富了。
脱贫进入攻坚阶段，黄池村调整思路，实
行村社合一发展产业。

黄池村有养牛、养鸡和种植3个农
业专业合作社，其中种植合作社实行村
社合一。与其他合作社相比，这个合作
社的不同之处有两方面：一是要吸纳贫
困户入股；二是利润分红不同。

黄池村这个合作社的利润分红实行
“七二一”原则。70%的利润由村集体来
支配；20%的利润作为合作社运行支持；
10%的利润为集体资产。其中，村集体
支配的70%利润主要用于公益性岗位
开发。黄池村用这部分钱开发了71个
公益岗位，每个岗位每月800元工资。
公益岗位的就业者主要是贫困家庭的劳
动力。这部分资金解决了贫困户劳动力
就业，为贫困户提供了增收途径。

宋辉说，合作社的形式实现了产品
的规模化。黄池村的辣椒和红薯种植都
通过这种方式形成产业化发展。而分配
方式又保证使合作社的收益覆盖到贫
困户。

这种“村社合一”的管理模式已经以
沿河县文件的形式明确下来，全县各个
村庄都在推行这种经营方式。有了这样
的产业发展机制，能直接带动贫困户增
收，保证了脱贫攻坚成效。记者了解到，
沿河县仅辣椒产业的集体经济收益，开
发出公益性岗位10488个，“兜”住了贫
困户的收入“底线”。

脱贫致富快，全靠产业带。如
今，河南开封尉氏县绝大多数村庄
都建起了助力脱贫致富奔小康、促
进就业的产业基地，群众不出村就
能打工增加收入，加快脱贫致富
步伐。

卢红丽是尉氏县水坡镇李岗村
村民，本想随丈夫外出打工，但婆
婆年近九旬需要照顾，她一直在
家。去年福甬集团在村里开办了服
装加工分厂，建立起产业扶贫就业
基地，卢红丽报名做了缝纫工，月
收入2500元以上。“离家近，能照
顾家里，还能忙地里农活。我现在
很满足。”卢红丽说。

福甬集团是尉氏县内一家大型
服装加工企业。从2017年开始，尉
氏县在用地、水电、金融等方面给予
福甬集团支持，鼓励其在乡村开办分
厂，提供就业岗位，增加群众收入。

福甬集团副总经理穆乐葵告诉
记者，在乡村开办分厂，可以实现
企业、政府、贫困户三方共赢。

脱贫攻坚中，尉氏县出台《乡
村振兴暨脱贫攻坚产业就业奖补办
法》《完善产业扶贫发展资金使用办
法》等政策激励性文件，对带动脱
贫能力强的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
作社、家庭农场、种养大户进行奖
补。2019年，开封市耕耘农业合作
社收到政府嘉奖10万元。作为实力
较强的香菇种植合作社，耕耘农业
合作社与实力较弱的合作社签订

“强社带弱社”协议，为弱社提供设
备、原材料、菌棒、种植技术、产
品回购等服务。“我们把技术含量较
高的工作留给强社解决。同时，农
民田间学校定期对弱社工作人员进
行培训，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开
封市耕耘农业合作社负责人马全
友说。

岗李乡冉村菌类种植专业合作
社是耕耘农业合作社重点扶持的弱
社之一，目前已建设食用菌日光温
室出菇大棚1.5万平方米，30座大

棚，年上菌棒20万棒，年产香菇
32万斤，预计年产值达150万元。
合作社负责人黄爱菊告诉记者，耕
耘农业合作社一方面给她们提供技
术指导，另一方面统筹香菇后续回
收环节。“在强社的带动下，我们弱
社有了底气，对今后发展的信心更
足了！”黄爱菊说。

目前，耕耘农业合作社已发展
为耕耘食用菌现代农业产业园，以
该产业园为核心，尉氏县按照可复
制、可推广的原则，辐射带动大
马、朱曲、张市等6个乡镇39个食
用菌扶贫基地，构建食用菌产业发
展联盟，着力打造一条食用菌全产
业链。仅岗李乡就复制推广建设食
用菌扶贫基地14个，标准化食用菌
大棚290多座，预计今年入棚菌棒
300多万棒，年利润可达1500多万
元。通过“党建+龙头企业+合作
社+基地+贫困户”、全产业链“强
社带弱社”等模式，在产业链条上
采取财政奖补、土地入股、资金入
股、菌棒托管、溢价收购、承包大
棚等模式，带动贫困户全环节参
与、多渠道增收，最终达到全链发
展。“产业园已带动贫困户 2043
户，人均增收2000元，扶贫成效凸
显。”岗李乡乡长张宏亮告诉记者。

截至目前，尉氏县已累计投入
产业扶贫发展资金2.05亿元，激励
扶持耕耘农业、鑫晟纺织等龙头企
业和花生、瓜菜、养殖等农业奖补
项目带动贫困户17141户，实现贫
困户产业扶贫全覆盖，其中2019年
贫困户户均产业增收近3000元。

“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攻坚的根
本之策。尉氏县委、县政府始终把
产业扶贫工作作为脱贫攻坚的重中
之重。今年已建成优质小麦、食用
菌等6个全产业链、市县乡三级33
个产业园区、330个村级产业扶贫
基地，产业发展正成为尉氏贫困群
众增收的主要渠道。”尉氏县副县长
徐国现说。

转眼间，我到青海省循化县尕
楞乡牙尕村驻村已经快 3 年了，看
着村里旺季时川流不息的旅游车
辆，百姓的生活慢慢在变化，心里
很欣慰。回望在这个村庄的经历，
越发感觉到扶贫需要将心比心，用
心出谋划策，扶出成效，百姓的日
子就会更好。

2018年，我来到牙尕村担任驻
村第一书记。牙尕村是一个四面环
山的藏族小山村，生态环境非常优
美，可贫困却长久困扰着当地村民。

初来牙尕村，怎么开展工作有
点懵。青海省委宣传部新闻处派我
来这里进行帮扶，因为工作关系跟
记者们打过不少交道，我就学记者
走村串户摸情况。有了驻村工作队
的带领，我用了两个多月基本掌握
了村里每家每户的情况。

牙尕村是重点贫困村，位置偏
远、信息闭塞，生产生活方式落
后，村民收入十分微薄。这里房屋
人畜共住，洪灾频发，没有路灯，
没有卫生室，更没有群众文化活动
场所。

根据村里的实际情况，我和工作
队员来到循化县交通局，协调320万
元对牙尕村村内道路实行硬化并对
破损道路进行全面维修，确保水泥路
通到每一户群众家门口；协调县水利
局投入210万元，在尕楞沟修筑1公
里的防洪坝，防止水患的同时利用好
水资源；协调县财政局投入 345 万
元，修缮和新建灌渠15公里，新建田
间道路5公里，改善牙尕村177亩水
浇地灌溉条件，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结合城镇建设项目，为牙尕村新增路
灯 150 盏，还从县卫计局协调落实
10.8 万元，在牙尕村修建改建 90 座
卫生厕所，改善村民卫生条件，方便
群众生产生活。

在这个过程中，工作队员与村民
的心越来越近。2018 年的一个冬
天，清晨听见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
70多岁的吉合毛才让老人冒雪送来
亲手烙的油饼，打开报纸包着的油
饼，上面还撒着一层白砂糖。那一
刻，让我终生难忘。

我与村民虽然语言不通，但为
了脱贫致富，改变现状，我们的心
同频共振。随着帮扶工作的深入，
贫困背后的深层次问题也逐渐凸
显。这里的群众受教育程度很低、
信息闭塞、思想落后、经营意识不
强。针对牙尕村贫困程度较深、教
育发展滞后的实际，为了阻断贫困
代际传递，我们从教育着手、从孩
子抓起，实施了一系列有效措施。
青海省委宣传部实施的“情暖藏
乡”助学活动为一批学生打开了希
望之门。该助学活动惠及全乡学
子，为考入高职、大专、本科、研
究生的孩子提供奖学金和助学金，3
年来资助学生 156 人次，资助金额
达25.8万元，解决了贫困家庭学生
学习的后顾之忧。

随着国家脱贫攻坚战略的全
面实施，产业扶贫、教育扶贫、结
对帮扶、金融扶贫、技能培训、异
地搬迁、危房改造……牙尕村的每
项工作都迈出了坚实步伐。两年
多来，各类资金投入逾千万元，群
众收入持续大幅提升，顺利实现
户脱贫和村退出的目标，牙尕村
的村容村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今
年，牙尕村被列为全省旅游重点
示范村，投资 600 万元的乡村旅游
项目已开花结果，来牙尕村观光
旅游的人络绎不绝。扶贫加油站
初具雏形，农产品综合加工厂正
在稳步推进……

（本报记者 石 晶整理）

难忘绵绵牙尕情
青海省循化县尕楞乡牙尕村驻村第一书记 杨同业

宁波市民在鄞州“山丘市集”民俗风情街区爱心集市采购对口扶贫地区的特
色商品。 严 龙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