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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

广西那坡：粤桂协作打通产业链条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童 政 周骁骏

广西那坡县地处桂西南边陲，有
85 个贫困村，贫困发生率曾高达
28.18%。在脱贫攻坚过程中，该县借
助东西部协作帮扶资源，不断做大做强
桑蚕、中草药、养牛等产业，帮助贫困
户脱贫致富。同时，通过劳务协作和人
才培训，实现一人就业、全家脱贫，脱
贫内生动力显著增强。

搬来一条产业链

桑蚕是那坡县脱贫攻坚支柱产业，
目前那坡县桑园面积达 12.9 万亩。
2016年，深圳龙岗区与广西那坡县跨
越山海，因东西部扶贫协作千里结缘。
龙岗区立足那坡特色，通过招商引资引
进丝绸产业扶贫项目——那坡同益新丝
绸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打造了一条从种
桑养蚕到丝绸制品的全产业链，助推那
坡群众脱贫不返贫。

那坡同益新丝绸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大量收购农户产出的蚕茧，把种桑养蚕
这项投资小、产出多、周期短、效益高
的传统产业提升为扶贫产业，让更多贫
困群众稳定增收。

在那坡县清华村桑蚕产业（核心）
示范区，贫困户黄建华细数自己的脱贫
成果，依靠2017年龙岗区援建的集中
大蚕房和小蚕共育室扩大养蚕规模，今
年他获得了近6万元收入。得益于当地
政府与龙岗企业提供的蚕茧收购保护

价，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他与村里其他养
蚕户依然实现稳定增收。

在同益新缫丝厂，来自德隆乡三章
村的王彩丽是一名挡车工。她对现在的
工作很满意，就近就业不仅方便照顾家
人，每月还有3000多元收入。

2016年至今，广东财政帮扶那坡
县扶贫协作资金2亿多元。其中，2016
年，投入帮扶资金300万元建设扶贫桑
蚕产业园，产业园主要分布在城厢镇百
林村、口角村，德隆乡昂屯村等周边乡
村，并在产业园里新种桑园、新建桑园
道路、建设桑园水肥一体化、建设大蚕
房及配套蚕具、建设小蚕共育室等。目
前项目已全部完成。

据那坡同益新丝绸科技实业有限公
司总经理刘建云介绍，公司是龙岗区西
迁至那坡县的企业。公司项目分为两
期，自2017年开工建设以来，第一期
项目缫丝第一车间10组缫丝生产线已
全部投入运行，织造车间已有38台机
器开始运行，结束了那坡无茧丝绸生产
的历史。产业园二期计划引进数码印花
生产线，预计今年底全部建成。项目全
部建成投产后，预计年产值达5亿元以
上，可安排就业800人。

“抓住‘一带一路’建设与那坡成
为百色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的有利契
机，龙岗与那坡计划建设东南亚丝绸集
散交易总部基地与东南亚丝绸期货交易
所，努力打造广西首个丝绸文化的‘丝

路新区’，促进‘那坡造’丝绸走向全
国。”那坡县县长农斌说。

从蚕茧到花样丝绸，龙岗区助推那
坡走上一条从蚕桑大县向蚕桑强县转变
的脱贫致富新“丝”路。据了解，
2018年以来，全县新增种桑面积4万
亩，今年全县桑园面积达12.9 万亩，
养蚕农户15518户，其中5363户贫困
户通过种桑养蚕实现脱贫，约占全县贫
困户的39.23%。

脱贫有了新“药方”

产业扶贫是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和贫困群众脱贫增收的关键。在东西部
扶贫协作中，龙岗以产业合作为重点，
聚焦脱贫增收，突出“造血”能力
培养。

在平孟镇念井村领隘屯，贫困户农
忠兵正忙着收割今年的第一批板蓝根。
近年来，念井村不断扩大板蓝根种植面
积，并成立了专业合作社，形成仓储、
加工、销售等全产业链经营方式。目
前，农忠兵家的板蓝根种植面积已有
15亩，每两年收割一次，每次收入2
万多元。

“我们合作社辐射带动全镇板蓝根
产业发展，每年生货出货5000余吨，干
货出货1000余吨，年人均收入约4000
元。”念井村党支部副书记农勇说。

那坡是广西中药材主要产区之一，
2017年，那坡县利用龙岗区财政帮扶
资金200万元，在城厢镇发展板蓝根种
植，种植面积3000亩。

截至目前，全县中药材种植面积达
4.4万亩，2018年全县中药材共完成销
售约 4 万吨、销售产值 6000 万元，
2019年中药材销售4.8万吨、销售产值
7000万元。

小作物也能长成大产业。那坡县以
种植中草药为基础，通过龙头企业带
动，构建起中草药完整产业链，有力推
动中草药产业发展，使其成为脱贫致富
的新“药方”。

为推进中药材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那坡县引进康采恩集团、中恒集团等医
药企业带领农户发展中草药种植，引导
农户参与到产业链中，使贫困户通过土
地流转、经营收益与务工增加收入，同时
实施“价高随行就市、价低补偿保护”的
收购政策，千方百计带动贫困群众脱贫
增收。不断完善市场营销体系，形成“公
司+合作社+基地+农户”产业链。

为实现产业扶贫从“大水漫灌”转
向“精准滴灌”，那坡借助帮扶资金，
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多渠道、多途
径促进当地贫困群众就业增收。目前，
县级特色产业覆盖率为96.2%。

此外，龙岗区将自身发展优势与那
坡当地资源禀赋融合，投入600万元建
设那坡·龙岗生态工业园区，同时加强
旅游、服装、玩具、电子等领域产业转
移合作，推进“造血”式扶贫。截至目
前，龙岗共引导广东辖区内7家企业到
那坡投资办厂，引进并援建4个扶贫车
间落地那坡，累计投入7.25亿元，共

吸纳418名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

人才培训是关键

黄廷科是那坡的贫困户。2017
年，他通过东西部扶贫协作劳务专场招
聘会，应聘到龙岗精泰盛金属制品有限
公司工作。如今，他带着家人在龙岗务
工，夫妻俩在相隔不远的企业上班，孩
子在龙岗上学，一家人不仅实现了脱
贫，还在老家盖起了楼房。“我每天可
以挣到 200 元，每月收入 5000 元左
右，我对这份工作很满意。”黄廷科说。

针对龙岗用工需求，两地合作开展
农民工技能培训，出台专项职业技能培
训补贴政策。2017年至今，两地合作
开展汽车维修、厨师培训、无人机驾
驶、服装加工、丝绸加工、养蚕等技能
培训班，共有462名贫困农民参加培训
并就业。

今年5月12日，龙岗区人力资源
局在那坡举办2020年“精准扶贫”劳
务协作网络视频招聘会，帮助建档立卡
贫困户实现高质量稳定就业。来自那坡
的赵振林通过此次视频招聘会，应聘到
龙岗排水有限公司工作。“深圳这座大
都市楼很高、车很多，公司条件很好，
我一定好好干，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他感慨地说。

为了促进贫困户就业脱贫，那坡先
后举办了6场专场招聘会，安排效益稳
定、福利待遇较好的企业现场招聘，为
贫困户提供就业岗位3000余个，招聘
人数 1500 余人，其中招聘贫困人口
324人。

为了更好地跟踪服务在龙岗就业的
贫困劳动力，2018年3月，那坡在深
圳成立了驻龙岗劳务协作联络站，主要
负责深圳龙岗的那坡籍建档立卡务工人
员求职、用工登记、职业介绍及帮助服
务等工作。

对口帮扶，人才是关键。龙岗与那
坡不断拓展扶贫协作领域，通过“走出
去”“引进来”，帮助那坡引进人才。针
对那坡医疗、教育等专业技术人才紧缺
现状，龙岗联合那坡制定常态化人才帮
扶计划，双方加大支教支医力度，互派
专业技术人才开展交流培训与挂职帮
扶。2019年，龙岗区与那坡县结对帮
扶学校由2018年的6所增加到15所，
开展人才交流、教师专业发展、支持教
育教学、支持助学就业等帮扶工作。截
至目前，龙岗共选派53名教师、医生
到那坡开展驻点帮扶；那坡共选派625
名教育管理人员、教师、医务人员赴龙
岗“取经”。同时，龙岗支教、支医团
队组织开展培训讲座8场次，受训人员
611人次，惠及那坡各学校、医院。同
时，两地按计划和要求完成党政干部选
派共15人次，开展党政干部培训20班
次，培训人数640人。

“两地的频繁交流，特别是人才挂
职交流培训，可以让我们学习到龙岗先
进的工作理念、思路与方式，为推动那
坡发展积累更多经验。”那坡县委常
委、县委办公室主任李培嘉说。

广东东莞对口帮扶云南昭通6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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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铁路情怀。各位旅
客，本次列车供应当地贫困地区农副
土特产，欢迎选购。”近日，兰州至重
庆北D754次列车驶离兰州站后不
久，动车餐服人员推着琳琅满目的售
货推车在车厢中向旅客推荐扶贫产
品，吸引着过往旅客的目光。

今年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中国
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进一步扩
大与巩固脱贫成果，持续加大贫困地
区农特产品进站上车力度，在各次动
车“上线”扶贫产品，在售货推车、餐
车吧台打造“兰铁扶贫产品专卖区”，
餐服人员统一佩戴扶贫爱心标识，

“列车带货”成为新风尚。
据介绍，扶贫产品在兰州局集

团公司所属65组动车上销售，有
15个品种近万件商品。这些商品均
来自甘肃、宁夏等省份的贫困地
区，惠及15家扶贫龙头企业和近3
万贫困户。兰州局集团公司对扶贫

产品实行线上线下两种销售模式，
旅客除了在动车售货推车、餐车吧
台等指定售货专区购买外，还可以
通过手机扫描动车座椅扶手、小桌
板上的二维码，进入线上扶贫产品
专区，查看扶贫产品介绍，购买扶
贫产品。同时，兰州局集团公司加
强与扶贫企业对接，根据销售情况
动态调整进货方案，增加扶贫产品
类别，积极推动消费扶贫。

“当前，兰州局集团公司平均每
趟动车的扶贫产品有5种至7种，其
中酱香牛肉、鸡胗、枸杞膏、蜂蜜和果
脯等多种特色扶贫产品深受旅客欢
迎，2019年扶贫产品销售额近40万
元。”甘肃兰铁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服务分公司副经理吴新民说。
许多旅客纷纷表示，既能在旅途中购
买到物美价廉的特色产品，还能为脱
贫攻坚尽一份绵薄之力，非常有
意义。

广东东莞市对口帮扶云南昭通市
昭阳、鲁甸、巧家、镇雄、彝良、威
信 6 个县区以来，合作领域不断拓
展、层次不断提升、机制不断优化、
成效不断扩大，对口协作真正成为促
进两地融通互补、良性互动、互利共
赢的重要平台。

“公司在东莞有3条生产线，我们
正移植过来两条，保留一条。”云南昭
通三江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颜大平说。
今年6月，颜大平在东莞扶贫工作队介
绍下到昭通洽谈，7月就决定建厂，9
月8日，投资2000多万元的第一条生
产线顺利建成。

三江科技转移生产线是东莞对口帮
扶昭通、深化产业扶贫的一个案例。近
年来，东莞在对口帮扶昭通过程中，充
分发挥制造业名城优势，抓住东部产业
向西部转移的机遇期，增强昭通“造
血”功能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谈到昭通的产业生态，昭通时瑞电
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纵瑞虎颇有感触

地说：“我们刚从东莞来这里办厂时，
昭通上下游产业链配套跟不上，物流也
很滞后。但两年来，我们逐渐牵引来十
几家上下游产业链企业，物流有了改
善，产业生态正在改变。而且，我们车
间的职工超过三分之一是建档立卡贫
困户。”

东莞对口帮扶工作组依托自身电子
产业发展优势，以培育劳动密集型电子
类产业生态为重点，帮助昭通新引进或
增资电子类项目7个，意向落户电子类
项目12个，全力推动关联电子类企业
抱团落户昭通。目前，昭通以电子代工
类企业为主的产业集群初步形成。

不只是电子类产业项目，据不完全
统计，2016年至今，东莞引导推动华
坚鞋业等169个产业项目入驻昭通，实
际投资超过20.06亿元。产业项目带动
9781名贫困群众就业脱贫。

东莞长期以来是需求旺盛的劳动力
输入大市，有时甚至会出现用工荒。而
近600万人口的云南昭通一直是劳动力

输出大市，每年有200多万人外出务
工。东莞对口帮扶工作组充分发挥两地
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互补优势，精准对
接，解决昭通劳动力就业与东莞企业劳
动力需求。

近年来，东莞与昭通深化劳务协
作，促进两地共赢协同发展。东莞推动
实施《昭通—东莞双向劳务协作及人才
培育工作计划》，建立“劳务输出+村
企结对+人才培养+精英回流”双向就
业创业协作机制。

据了解，昭通6个县区107371人
（贫困劳动力40097人）到广东就业，
其中到东莞就业18973人（贫困劳动力
8343 人）。另外，转移贫困劳动力
165342人到东部其他地区就业，新增
贫困劳动力就近就业20811人。

记者采访时，在5000亩鲁甸苹果
示范园核心园区看到，漫山遍野的苹果
林，苹果已经挂满枝头；附近的冷库与
加工厂车间里，流水线上正在对采摘下
来的果子清洗分拣。鲁甸苹果示范园核

心园区负责人告诉记者，一类果出厂价
近20元一公斤，“今年示范园里的果子
早已订购完了”。

依托东莞的市场和消费优势，近年
来，东莞与昭通建立健全了农副产品线
上采购平台，搭建“供联E家消费扶贫
平台”，设立32个镇街的线上消费扶贫
馆；建成13个消费扶贫专馆、29个线
下消费扶贫专区（专柜），构建起“对
接昭通、覆盖东莞”的线上线下销售
网络。

同时，东莞实施“市场力量+行政
资源”策略，建立消费扶贫昭通优质农
副产品产品库，引导和鼓励各部门、各
镇街、各级工会、供销社、国有企业、
大专院校等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昭通
特色农产品。

今年以来，东莞新签消费扶贫农产
品采购协议17个，协议采购金额3.13
亿元。通过扩大消费扶贫规模，东莞累
计采购昭通农产品3.4亿元，带动贫困
人口4.6万余人增收。

10月28日，来自甘肃庆阳的网络主播正在“环西部火车游”列车上直播推
介庆阳苹果等特色农产品。 曹文福摄（中经视觉）

贵州铜仁是贵州省跨区域易地扶贫搬迁规模
最大的城市。近年来，铜仁累计搬迁 64759 户
293579 人，其中跨区县易地扶贫搬迁 12.55 万
人，约占全省跨区域易地扶贫搬迁人口的54%。
搬迁户能不能住得安心，关键在于是否有稳定的
收入。为此，铜仁市全力推进“新市民·追梦
桥”工程，把就业作为易地扶贫搬迁户“追梦”
的头等大事，确保贫困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有收入”，并初步探索出解决搬迁户“摩擦性失
业”“结构性失业”“周期性失业”的方法。

畅通信息应对摩擦性失业。摩擦性失业主
要指因季节性或技术性原因而引起的失业，
即由于经济在调整过程中，或者由于资源配置
比例失调等原因，使一些人需要在不同的工作
中转移，使一些人等待转业而产生的失业现
象。为此，铜仁建立起可视化的“新市民·追
梦桥”大数据平台易地扶贫搬迁服务系统。一
方面，详细记录搬迁户就业信息，另一方面，
汇集企业岗位需求信息。如果搬迁群众就业困
难，平台将第一时间将信息传送至相关帮扶部
门，有针对性地匹配岗位。从实践效果看，对
于劳动供需条件基本一致的，相关就业信息可
及时发送至贫困群众与用工企业实行双向选
择；而对于基本条件符合、但还需技能培训才
能上岗的贫困群众，则有针对性地对其开展技
能培训或为企业发放一定补贴以工代训，由此
实现就业的精准帮扶与零缝隙衔接。

因人施策解决结构性失业。易地扶贫搬迁
群众就业不充分的原因很多。例如，有的缺乏必要劳动技能，有的因为家
庭原因难以按照固定工作时间劳动，还有的虽有强烈劳动意愿但因年龄太
大找不到合适岗位。针对“能力不对岗”问题，铜仁采用“送出去+引进
来+培训教育”方式解决，通过政府对接“送出去”一批劳动者，通过把
握产业转移机遇“引进来”一批适合就业的企业；同时，积极发挥院校作
用，根据就业诉求，进行应用技能培训或开展现代经营管理技能培训，使
其符合企业用工需求或高层次人才需求。针对“时间不对岗”问题，铜仁
通过在迁入地建立“微工厂”“刺绣坊”等办法，为需要照顾家人的贫困
户提供就业岗位。

灵活就业缓解周期性失业。受经济影响部分岗位需求减少，易地扶贫搬
迁群众容易出现周期性失业。今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贫困群众面
临较大就业压力，按照“六稳”“六保”要求，铜仁一方面强调综合运用

“减、免、缓、返、补”等措施帮助企业渡过难关，解决贫困群众稳岗就业
问题；另一方面，充分发挥贫困群众的自身优势推进灵活就业。首先，针对
幼托、家政、养老等市场“刚需”，加快构建规范化培训体系，培养适用性
人才，以达到增岗及就业目的；其次，针对文旅市场消费短暂沉寂过后可能
出现的“井喷”，提前推进传统手工业、特色文化产业及旅游业融合创新发
展，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

当前，铜仁市正围绕健全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争取3年至5年后，
让易地扶贫搬迁群众就业更加充分、收入稳步提高、精神持续提振，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作者系贵州省铜仁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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