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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

新疆于田：“沙漠玫瑰”别样红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马呈忠

“骑着毛驴上北京”的库尔班大叔
的家乡新疆于田县，有种植沙漠玫瑰的
历史。近年来，于田县将玫瑰花作为脱
贫攻坚的重要产业，通过引进培育龙头
企业，用工业化和商业化发展思维，推
动传统小而散的玫瑰花产业逐步向“企
业+基地+合作社+农户”的现代农业发
展方式转型，深挖产业发展潜力，将其
打造成带动贫困群众脱贫增收的“花样
产业”。

发力玫瑰深加工

小而散曾是于田县玫瑰花经济的发
展现状，农民在玉米、小麦田中小面积套
种玫瑰花，制作花茶和玫瑰花酱食用。
再将做花酱剩下的玫瑰花拿到集市上售
卖。收购花的人少、量也小，价格不高，
有些村民就把卖不出去的鲜花扔掉。

2012年底，于田县引进新疆于田瑰
觅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瑰觅公
司），为玫瑰花产业加速成长赋能。“玫瑰
花产业要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离不开科
学化、规模化种植与精深加工产业链的
支持。”瑰觅公司总经理阿迪力·阿不
都热扎克说，祖祖辈辈种植玫瑰花的农
户，不相信一朵玫瑰花能长成花海产业。

“刚到于田县，公司缺乏玫瑰花种植
管理经验，就派人到乡村承包花田，向农
户了解玫瑰花习性，学习种植管理技
术和花瓣花蕾采摘晾晒技术，去粗存精，
总结出一套科学高效的玫瑰花种植管理
技术范本。”阿迪力说。

2014年，该公司在奥依托格拉克乡

的沙漠腹地，建成了6800亩特色玫瑰花
种植基地。目前，已在基地种植丰华、苦
水、大马士革等不同品种的玫瑰230万
株，同时种植33万余株杨树、1万余株
沙枣树、10万余株柽柳的防风林带，修
建芦苇防风墙400米，基本实现林网化
布局。

与规模种植相向而行的是产业链的
延伸。“要想让产业良性发展，需要在研
发、销售、经营等各个环节不断创新，不
断提高玫瑰花的附加值，用企业发展带
动贫困户致富。”阿迪力说，公司建成1
万吨玫瑰花综合开发项目，打通了玫瑰
花规模化种植与生产加工、销售这条产
业链，玫瑰花实验室为深耕产业提供了
技术支撑，市场信息中心为新产品售卖
开拓了市场。

在企业开足马力生产时，小小的玫
瑰花瓣变身为玫瑰花酱、玫瑰花精油等
深加工产品，源源不断从车间走向市
场。曾经被当作农家肥处理的玫瑰花
渣，通过技术攻关变废为宝，成为消费者
喜爱的面膜和眼膜等化妆品。目前，该
企业玫瑰花产品种类已超过65个，形成
了集玫瑰花香料、食品、化妆品、医药、日
用品于一体的全产品产业链，产品销往
全国各地。

长出增收大产业

干燥少雨、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的
阿热勒乡，不适宜传统农作物生长，却为
玫瑰种植提供了良好条件，这里是有名
的“玫瑰之乡”。

“以前不懂技术，舍不得修剪花
枝，收益不行。参加当地组织的玫瑰花
种植技术培训后，学会了施肥、修剪花
枝的技术，收入越来越多。”阿德让村
村民司皮热木汗·买吐合提家里种了5
亩玫瑰。司皮热木汗·买吐合提掰着手
指算收入：种花收入1.5万元，摘花收
入近4000元，在合作社就业每月收入
2000元，今年，仅玫瑰花一项收入就
近4万元。

看到龙头企业扎根当地深耕玫瑰花
产业，今年51岁的吾加卜杜拉·奥斯曼
看好玫瑰产业的市场前景，成立了依纳
克特色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加工售卖
玫瑰花产品。“只有不断提高农户的科学
生产水平，提高玫瑰花的产量和品质，才
能让玫瑰花产业发展得更好。”吾加卜杜
拉·奥斯曼说。

“我们的合作社专门成立了技术小
队，深入全乡每个村为种植户普及科学
管理技术，提高农民的种植水平。”吾加
卜杜拉·奥斯曼说，今年合作社技术人员
向近万人次普及了科学种植技术，为当
地玫瑰花提质增产提供了技术支持。司
皮热木汗·买吐合提因此受益。

目前，依纳克特色农业农民专业合
作社已成为农民提高种植水平和增收的
新平台，玫瑰花酱、花馕生产车间吸纳当
地30余位村民实现长期稳定就业，与合
作社有合作经营关系的农户达700户
2000余人。

以依纳克特色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为例，于田县通过系统化布局“企业+基
地+合作社+农户”方式，在龙头企业的
示范带动下，曾经小而散的玫瑰花经济
正加速向现代农业转型，产业发展水平
和效益不断提升。目前，全县玫瑰花栽
培面积约4.6万亩，年产量7000余吨。
不仅有龙头企业的带领，全县还成立了
14个玫瑰花农民专业合作社。全县玫

瑰花产业共带动5523户农民稳定增收，
亩均收入3500元以上。

孕育增收新生活

曾经点缀生活的玫瑰花，如今变身
“致富花”，让越来越多的贫困户过上了
好生活。

在玫瑰花种植基地，26 岁的肉
孜·巴克行走于花田，不时弯腰查看滴
灌带，摸摸土层，了解玫瑰花的生长
情况。

“以前这里全是沙漠，没人相信能在
沙漠里种出成片的玫瑰花。”在土地沙化
严重的也斯尤勒滚村，肉孜·巴克一家曾
守着5亩土地过着穷日子。2014年，瑰
觅公司创建玫瑰花示范基地时，肉孜·巴
克应聘成为公司的一名“种花匠”。“在沙
漠里种玫瑰花很难，一场风沙过后就要
补种。有时候想过放弃，但是找份稳定
工作不易，就坚持了下来。”现在，他靠着
每月3600元的稳定收入，不仅实现了脱
贫，还养了骆驼实现多元化增收。

加依乡尤喀尔克加依村农民买吐
地·买买提明过去只会种地，进入瑰觅
公司工作后，他的生活有了大变化。

“工作不仅带给我一份稳定的收入，更
带给我一种全新的生活。”买吐地·买
买提明说，进入企业工作后，他先后在
洗瓶、灌装、包装等岗位工作过，获得
了司炉证、电焊证等职业资格证书，成
了一名技术工人。

“玫瑰花的蒸馏岗位是加工环节中
对技术要求最高的，现在只有车间主任
和班长能干，我正在努力学习。”买吐地·
买买提明说，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
让玫瑰花产业发展得越来越好。

目前，瑰觅公司已有员工147人，像
买吐地·买买提明一样成长起来的本地
技术骨干有60多位。

山东陵城：创新方式确保贫困户脱贫
本报记者 管 斌 通讯员 王砚才

“农产品再不怕霜冻了”
本报记者 江 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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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茂名与广西来宾深化产业合作——

扶贫协作结硕果
本报记者 童 政 通讯员 韦慧兰

在新疆于田县，一朵小小的玫瑰花
与脱贫增收紧密相连。对于一个农业人
口占到全县人口 85%、人均耕地 1.83 亩
的贫困县来说，培育扶贫产业显得尤为
重要，不但能提供稳定的就业岗位、拓宽
增收渠道，还能有效衔接脱贫攻坚和乡
村振兴。

于田县将目光精准聚焦在玫瑰花
上，将其发展为农民脱贫增收，产业发展
壮大与消费市场拓展的富民产业，对偏
远贫困地区谋长远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
义。

首先，培育产业领头羊。当地玫瑰
花产业发展存在明显短板：一方面，农户
种植分散，管理经验不足，品质千差万
别，难以形成规模化。另一方面，消费市
场对产品需求不断变化，玫瑰花茶与花
酱产品单一，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开
拓市场后劲不足。当地引进企业建设玫

瑰花示范种植基地和综合开发项目，有
效打通了规模化种植、精深加工和市场
销售这条产业链。

其次，新模式厚植产业基础。在贫
困地区发展产业，需要充分调动农户种
植积极性，形成农户与企业的良性互
动。“企业+基地+合作社+农户”方式凸
显企业引领示范作用，同时，把农户变成
生产环节中的产业工人，学习种植管理、
采收加工等技术，实现规模化、标准化种
植，加上品牌的有效管理，增强了市场竞
争力。

最后，壮大农业产业化人才队伍。
在玫瑰花产业化进程中，当地通过技能
培训，让农户积极参与其中，变身产业工
人，获得一技之长，稳定增收。变身职业
农民，科学种植，持续增收。玫瑰花产业
的发展壮大，可为当地农业产业化发展
提供农业人力资源支持。

厚植产业扶贫基础

在广西来宾市忻城县凡丰工艺
品公司城南新区竹编扶贫车间里，
30多名工人正在编织竹制工艺品，
手指翻飞间，一个个竹篮、竹筐编好
了。殊不知，忻城的竹编产业源于广
东茂名信宜市传统竹编产业。

“忻城竹子多、韧性好，有发展竹
编产业的优势。”忻城县副县长陈波
介绍，自信宜与忻城开展扶贫协作以
来，信宜市把一个竹编产业撬动一个
城镇发展模式复制到忻城，在忻城采
用“扶贫车间+企业+农户”方式，间
接带动忻城500多人就业。

从粤西茂名到桂中来宾，虽然两
市之间距离400多公里，但粤桂扶贫
协作从没停顿。2017年以来，茂名、
来宾两市跨越千山万水，不断深化粤
桂扶贫协作并结出丰硕果实。

自开展粤桂扶贫协作以来，茂
名来宾两市深化产业协作，增强

“造血”功能。2017年以来，共投
入财政帮扶资金7400多万元用于农
业产业发展，以产业扶贫为重点，
围绕县级重点特色产业，统筹安排
粤桂扶贫资金项目探索标准化养
蚕、肉牛养殖新模式，带动贫困村
集体经济增收，同时通过优先吸纳
贫困户务工、收购贫困户牧草等饲
料原料，促进贫困户增收。扶持贫
困户种植中草药、油茶、食用菌等
特色产业，增加贫困户收入来源。
茂名市积极发动广东客商采购来宾
市特色农产品，两年来共采购、销
售来宾市农产品及扶贫产品1.6亿
元，受益贫困人口1.4万人次。

在深化产业合作的同时，两市积
极开展教育合作。“我们在这里读书
只需带生活费就可以了，3年学费全

免，毕业回到金秀还安排工作。”来自
来宾市金秀县忠良乡的广东茂名幼
儿示范专科学生李东旺说。

像李东旺这样被安排在“金秀
班”学习的学生，在广东茂名幼儿师
范专科学校有31人。同时，广东茂
名健康职业学院还为金秀县免费定
向培养90名医护人才，解决金秀医
疗人才短缺问题。信宜市职业技术
学校的“信宜班”也招收忻城县职业
技术学校学生63名，其中贫困学生
37名，学生毕业后优先安排在信宜
周边就业。

此外，茂名市还投入粤桂扶贫协
作资金，改善来宾教育硬件设施。
2017年以来，投入1564.61万元建
设忻城县城关镇民族小学、金秀县桐
木镇实验中学，解决周边2000多名
贫困学生，特别是易地扶贫搬迁安置
区学生的就读问题。

一组数据展示了茂名、来宾开展
粤桂扶贫协作成果：2017年以来，来
宾市共获得广东省各级财政帮扶资
金2.8859亿元，实施了86个扶贫协
作项目，一批民生工程加快实施，受
益人口19.78万人次；两市互派党政
干部22人次，互派教育、医疗卫生等
专业技术人员支援交流344人次；来
宾市引进茂名市以及珠三角地区共
13家企业到来宾投资发展，2017年
以来，累计到位投资约34.18亿元，
带动贫困人口2962人……

从资金、技术、人才、产业等方
面，茂名市发挥优势，做到了“来宾所
需，茂名所能”，全力支持来宾市脱贫
攻坚。血浓于水的深情厚谊，在倾囊
相助、雪中送炭的帮扶中书写了很多
粤桂扶贫协作的动人故事。

今年10月，阴山北麓的内蒙古
察右中旗的温度已近0℃以下，大风
一阵紧似一阵，让人领略到深秋塞外
的寒冷。

“现在我们不怕天冷霜冻，有中
国太平洋保险集团帮助村里建起的
恒温库，咱种的胡萝卜、葵花都可以
存在库里。”察右中旗铁沙盖镇党委
书记李飞说。

在一块面积不算大的空地上，
记者看到一溜排开的10个恒温库
房，设备齐全，虽然现在还空着，
但马上就会派上大用场。据了解，
当地农民多种植胡萝卜、葵花、土
豆等农作物。每年 9 月底，胡萝
卜、葵花进入收获季节并大量上
市，但由于无霜期短，冬季很快接
踵而至，如果再遇到市场滞销，胡
萝卜、葵花等一旦积压、遭受霜
冻，价格会大幅下跌。农民辛苦一
年白干不说还要赔钱，卖不出去的
胡萝卜也只能烂在地里。这是造成
本地群众贫困的原因之一。

2018年 9月，中国太平洋保险
集团积极响应中国银保监会关于结
对帮扶的号召，由中国太保产险和中
国太保寿险分别与内蒙古乌兰察布
市的察右中旗铁沙盖镇和察右后旗
白音察干镇结成帮扶对子，为期3
年。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进入察右

中旗后，希望找到一种更贴近当地实
际的方式帮助贫困群众脱贫。通过
走村入户，考察贫困户生活情况，与
镇、村干部深入交流分析后，中国太
平洋保险集团最终提出建设恒温库，
真正解决当地农民种植的后顾之
忧。“2019年秋季，我种的葵花卖不
出去，村干部提醒我可以免费放入恒
温库，等到价格好时再卖，我把全部
葵花放入恒温库，今年开春才卖完，
为我挽回5000元经济损失。”九股泉
村村民王金柱说。中国太平洋保险
集团拿出260万元援助资金，经过1
年多时间建成了这座占地1.15万平
方米，可储存近1000吨胡萝卜、20
吨冻肉的恒温库。

李飞说：“借助恒温库，农民可以
发展本地特色产业，农产品生产也可
以得到保护。真心感谢中国太平洋
保险集团为我们解决了实际问题。”

据了解，该项目被确立为九股泉
村集体经济项目，由村委会统一管
理，可为贫困户带来分红收益，直接
带动119户贫困户及周边3个村的
90余户贫困户增收。

摒弃传统以捐代帮的扶贫方式，
选择贴近当地实际的产业扶贫，变

“输血”为“造血”，正在成为中国太平
洋保险集团在内蒙古扶贫创新的重
要方向。

“在党委政府的帮扶下，我通过种植
大棚蔬菜很快就脱贫了。现在，我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我要把自己掌握的种植
技术教给更多父老乡亲，帮助他们增加
收入……”在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中国
梦·新时代·话小康”百姓宣讲会上，宋家
镇白家村村民韩秀清向大家分享自己的
脱贫故事。

韩秀清家是省定贫困户，她的丈夫
高位截瘫，两个未成年的女儿还在上学，
多年来，生活一直很困难。2017年夏
天，宋家镇党委政府帮助韩秀清到镇上
的鑫钲农场务工。鑫钲农场以每年3万
元的价格将两个大棚承包给她，承包资
金由镇政府工作人员帮助寻找爱心企业
垫付。2018年底，韩秀清承包的两个大
棚的西红柿丰收了，不仅还清了爱心企
业垫付的承包金，还收入1万余元，实现
了脱贫。如今，韩秀清不仅变成了种菜
能手，还成为一名基层宣讲员。

韩秀清的脱贫经历是陵城区脱贫攻

坚工作的一个案例。近年来，该区针对
工作中的难点、堵点、痛点，迎难而上、创
新工作、精准施策。目前，全区62个省定
扶贫重点村全部摘帽，2732户5258名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无返贫人口。

临齐街道五李社区的陈付秋夫妇都
患有疾病，长年需要打针吃药，不能从事
重体力劳动，生活非常困难。街道党工
委、办事处根据他家的实际情况，为其量
身定制了脱贫方案。现在，陈付秋不仅
每年能领取3000多元的扶贫分红，还在
社区蔬菜合作社找到了一份轻松的零
工，一个月收入1000多元，全年增加收
入1.5万多元。

陵城区组织机关干部深入各村各
户，通过入户调查、精细算账、民主评议
和“两公示一公告”等程序，精准识别省
定扶贫重点村（社区）、省定贫困户、市定
标准贫困户。针对80%以上贫困户属
于因病因残致贫的实际情况，该区创新
实施“村级公益扶贫周转房”、慢性病扶

贫保险、“村级扶贫专岗”和“扶贫车间”、
扶贫资产确权等10项工作，从根源上解
决现行标准下的绝对贫困问题。

2017年，该区创新推出扶贫特惠保
险，在将患病贫困人口基本医保、大病保
险、医疗机构减免等纳入统筹报销的基
础上，把为贫困人口投保的大病和意外
伤害保险、家庭财产保险等一并纳入扶
贫特惠保险保障范围，进一步增强保险
保障力度。

区扶贫办还联合区卫健局梳理了慢
性病种，参照纳入健康扶贫的93种疾
病，根据贫困人口实际患病情况，将10
种大病与12种慢性病纳入保险保障范
围。对符合保障范围、需要长期服药或
经常门诊治疗的门诊医疗个人承担费
用，年度内超过300元以上的部分按照
80%的比例给予补偿。

2019年以来，陵城区开展“百企帮
百村”行动，引导辖区重点企业发挥优
势，帮助重点村开发特色资源、培育主导

产业、增加集体收入，帮助贫困户就业创
业增收。目前，该区110家企业与110
个扶贫工作重点村结成帮扶对子，通过
多种形式，巩固贫困村脱贫摘帽成果。

“今年底，脱贫攻坚即将收官，但不
是结束。我们要通过多种形式，建立长
效机制，防止新增贫困人口和脱贫群众
再次返贫。”陵城区副区长、扶贫办主任
刘凤霞说。

如何巩固脱贫成果，让脱贫群众有
稳定收入？该区突出产业扶贫，使贫困
群众持续享受项目收益。通过培育和发
展能够持续发挥效益的特色优势产业项
目，推动扶贫项目由“小散弱”向适度规
模转变，提高质量效益和抗风险能力。
同时，该区健全完善返贫预警机制，巩固
提升脱贫攻坚成果。对因病因灾发现的
新致贫户和返贫户，采取有针对性的支
持和帮扶措施，即建立“即时出现、即时
帮扶”的工作机制，因户施策，解决脱贫
实际问题，确保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

贫困户在广西来宾市忻城县凡丰竹篮扶贫车间编织竹篮。
李冠才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