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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

新疆伽师新疆伽师：：多维度精准施策促脱贫多维度精准施策促脱贫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耿丹丹

广东深圳龙岗区对口帮扶汕尾市海丰县——

真帮实扶提升持续发展能力
本报记者 杨阳腾

西藏普兰：

雪域高原有个妇女合作社
本报记者 贺建明

本版编辑 王薇薇 向 萌

陕西洛南：

中药材成了致富宝
本报记者 马洪超 张 毅

新疆是全国林果主产区。近年来，南
疆特色林果已成规模，喀什地区建成580
多万亩优质林果基地，伽师县则凭借伽师
新梅、伽师瓜等特色林果呈现“一县一品”
的优势，让特色林果产业成为当地脱贫攻
坚路上的一把“金钥匙”。

伽师县在特色林果产业上投入很
大，更是不断强化服务保障和技术培
训。仅新梅产业一项，近3年来平均每年
投入2000万元以上用于造林苗木、嫁接
改优、病虫害防治、修剪整形、品牌创建
等。同时，组建10余支千余人的林果技
术服务队，引领带动果农掌握种植技术。

未来，伽师县还应加快产业链延伸
步伐。林果初级产品价格波动幅度大，
且鲜果不易保存和运输，成本高，附加值
低。加强加工环节投入，提高果品附加
值，才能让脱贫攻坚的路子走得更宽、更

广。同时，在树立品牌、开拓市场方面，
需要继续下大力气，提升品牌知名度，才
能吸引更多客商、企业在当地落户，拓展
更广阔的市场，促进产销两旺。

针对就业，近年来，伽师县在深度贫
困地区引导群众就地就近就业、有序进
城就业和自主创业，扎实推进贫困劳动
力脱贫致富。随着南疆各地产业工人越
来越多，就业诉求也越来越高，他们不只
满足于就业脱贫，一部分群众还希望通
过就业学习更多实用技能，比如，养殖技
术、种植技术、烹饪技术等，掌握技能后
可以自主创业增收致富。

培训是一门长期课程，不能仅局限
于岗前培训，要以“需要什么、培训什么，
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加大实用技术
培训，增强群众学习积极性，发挥培训功
效，提高增收本领。

找到发展“金钥匙”

10月下旬，当记者在陕西省商
洛市洛南县巡检镇黑彰村见到53岁
的村民陈军良时，他刚刚结束上午的
田间劳动。“在五味子种植合作社干
一天，可以挣60元，一年下来收入近
1万元。”陈军良说。

洛南县位于秦岭华山南麓，县域
大半是山区，此前很多年地理交通、
思想观念等因素制约了当地发展，成
为贫困县，不少农户是贫困户。不
过，洛南山区风景秀丽，是一个“天然
药库”。在脱贫攻坚工作中，洛南县
狠抓产业扶贫，努力把绿水青山变为
金山银山，举措之一就是鼓励村民发
展中药材种植。

陈军良所说的合作社，是当地
一家中药材种植扶贫企业——煜正
中药材专业合作社。自2017年注册
成立以来，该合作社共流转包括黑
彰村在内的几个村庄的土地3000余
亩，引进优质五味子、花椒、连翘
等中药材品种，采取“公司+基地+
农户”方式发展集中种植，为当地
贫困群众提供种植、加工、储备管
护等就业岗位。得益于合作社带动
帮扶及当地群众发展山地林下经
济、采集山果、外出务工等，2018
年黑彰村摘掉了贫困帽子，陈军良
也于2019年脱贫。

据洛南县委书记璩泽涛介绍，洛
南县坚持兴产业、扩就业，筑牢群众
增收基础，近年来积极推进中药材、
核桃、食用菌等25个脱贫产业集群
项目建设。其中，发展中药材 10

万亩。
在洛南县城关街道罗坡村，漫

山遍野的连翘已成为村民们的致富
宝贝。几年前，罗坡村还是一个基
础设施陈旧、主导产业不明晰、贫
困发生率20%的村庄。2015年，在
广东经营医疗器械多年的罗盼盼被
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他凭借多年的
营销经验，认为应充分利用村里的
地域优势，发展中药材连翘种植
产业。

经过示范引导，罗坡村分两年栽
植了1700亩连翘，并把符合退耕还
林的700亩林地申报了退耕还林项
目，仅此一项就为贫困群众增收100
余万元。后来，考虑到连翘种植收益
有见效期，村里又引导村民在连翘地
里套种中草药猪苓，在林下套种朝天
椒，在春季发展连翘花海旅游等。目
前，罗坡村已形成连翘、朝天椒、猪苓
三大主导产业，农民年人均增收
2000多元，今年村集体经济积累已
超过50万元，村民的日子越过越好，
村容村貌不断改善。

随着中药材、食用菌、辣椒、核桃
等一个个扶贫产业的发展壮大，以及
各项脱贫举措的推进，洛南县的贫困
发生率由5年前的24.9%降至目前
的1.17%。今年2月，洛南县正式脱
贫出列。

“在接下来的乡村振兴这篇大文
章中，我们将以更宽的视野推动产业兴
旺，以更高的标准改善民生福祉，交出
一份让群众满意的答卷！”璩泽涛说。

哼着欢快的小曲，双手交替不断
拨弄着面前摊晾着的菜籽。不一会
儿工夫，藏族姑娘加央金宗便把百十
斤油菜籽细致地翻晒了一遍，起身去
加工车间忙活其他事情。

在加央金宗所在的西藏阿里地
区普兰县科迦村，一群女同胞聚在一
起依托当地农作物优势做起了生意，
成为当地一件让人津津乐道的事。
她们加工生产的科迦菜籽油、豌豆糌
粑也成了市场热销产品，时常供不
应求。

2014年，为解决村里因照顾家
庭无法外出打工女性的就业问题，科
迦村成立了妇女合作社。从“家长里
短”到“产业发展、脱贫致富”，科迦村
妇女们的话题慢慢变了、头脑渐渐活
了，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好了。

合作社成立之初，尼玛旺姆便
成为其中的一员。“那时候农忙之
外的时间，特别急切地想出去找份
工作挣钱补贴家用。村里成立了妇
女合作社，家门口就能干活赚钱，
我就报了名。从此，每个月可以在
合作社工作10天至15天，一天能
拿到80元工资。”尼玛旺姆乐呵呵
地说。

巴桑是合作社里的唯一男性，他
说：“当年村里成立了妇女合作社要
榨菜籽油、磨豌豆糌粑，得有人会操
作机器，这是个既需要力气又需要技
术的活，村干部动员我来干，我开始
很不情愿，心想着一群妇女能做成什
么事情？事实证明，她们还真把这件

事做成了！”
科迦村妇女合作社创始人、村妇

女主任多吉桑姆介绍，2019年，合作
社利用平整后的荒地种植油菜30
亩，压榨菜籽油5000斤，磨制豌豆糌
粑 5000 斤，实现纯利润 15.1 万余
元，发放工资分红等14.9万余元。

对于女性在科迦村脱贫攻坚工
作中发挥的作用，科迦村党支部书记
欧珠也频频点赞，“合作社不仅解决
了村里58名妇女就业，还根据生产
需求购买村民家中的豌豆、油菜籽，
2019年合作社以每斤5元的价格收
购了2000斤油菜籽。以前大家可没
有这么便利的销售渠道”。

接过欧珠的话，科迦村第一书记
普布多吉说：“由于合作社妇女时刻
关注市场需求变化，尽管没出村，但
她们的眼界却越来越宽了。”

在科迦村，33岁的多吉玛便是
眼界变宽改变自己生活的典型例
子。加入合作社，让多吉玛实现了脱
贫；之后她选择离开合作社，凭借积
累的经验和胆识，按下了奔小康的

“加速键”。“今年3月，依托本地旅游
资源，我办起了一家藏族餐馆，平均
每月有4000元收入，相信随着游客
的增多，我的收入会越来越多。”多吉
玛说。

“妇女是脱贫攻坚的重点对象，
也是脱贫攻坚的重要力量。曾经围
着锅台转的科迦村妇女，如今已经撑
起了脱贫致富的‘半边天’。”普布多
吉感慨地说。

产业帮扶挑起脱贫大梁增强“造血”
机能，特色农业丰富发展道路叩响致富
大门，民生帮扶改善环境织就幸福网
……在对口帮扶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过
程中，深圳市龙岗区推动各项工作做细
做实、落地见效，确保高质量完成脱贫攻
坚任务。

自2016年5月起，龙岗区对口帮扶
海丰县 33 个贫困村，2260 户贫困户
7742名贫困人口。截至目前，累计投入
帮扶资金6.7亿元，安排61个帮扶单位，
派驻92名扶贫干部，开展了一系列帮扶
项目。

在海丰生态科技城里，从龙岗区引
进的威圳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正与世界
知名公司开展技术合作，共同研发制造
下一代新型飞机。“我们公司总部在深圳
龙岗，但受空间环境所限，在龙岗无法开
展低空试飞，龙岗区对口帮扶海丰县，提

出以‘前店后厂’模式在龙岗建设全球总
部和研发中心，在海丰打造航空产业
城。”威圳航空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副董
事长朱华山说，威圳航空在海丰的项目
建设完成后，能够带动当地旅游与飞行
产业发展，将形成千亿元以上的经济规
模，目前该项目已被列为广东省重点项
目。“2019年7月底，第一架海丰产F2型
飞机下线。正式投产后预计实现工业产
值 20 亿元以上，带动就业 1000 人以
上。”朱华山说。

“持续输血是脱贫攻坚的基本保障，
加大产业扶贫、强化‘造血’功能才是稳
定脱贫、持续发展的长久之计。”龙岗对
口帮扶汕尾海丰指挥部总指挥、驻海丰
县精准扶贫工作组组长王少平表示，在
海丰县，龙岗区投入3亿元支持建设海
丰生态科技城，开展园区共建，培育发展
引擎。截至目前，科技城已落户项目41

个，计划总投资169亿元，目前已供地
104万平方米。

脱贫致富路千条，发展特色产业是
最稳妥的一条。龙岗区在帮扶海丰县的
过程中立足当地资源，发挥农业农村优
势，探索发展本土特色农业产业。龙岗
区在海丰县积极推广袁隆平水稻种植项
目，2016年至2019年累计推广种植7季
共44963亩水稻，每亩增收约500元，累
计带动贫困户2602户9621人增收。

鼓励种粮的同时，龙岗区还探索光
伏产业扶贫路，以“产业+农户”方式努
力把“天上的资源转化为地上的财富”。
第一个光伏发电扶贫项目位于海丰县陶
河镇下边村，2018年 1月正式并网发
电，每年可为下边村贫困户带来约10万
元收益。

龙岗区扶贫干部、驻台东村扶贫工
作队队员钟国锋告诉记者，龙岗区的真

帮实扶为海丰县城东镇台东村带来了可
喜变化。龙岗区横岗街道先后筹集700
万元，在台东村开展了14项民生工程，
包括修建自来水、路灯与村道，配合台东
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街道还筹集各
方资金1480万元开展村村通公路、雨污
分流等基础设施建设，大大提升了台东
村的人居环境和硬件水平。

截至目前，龙岗区累计投入扶贫资
金6亿元用于“三保障”，将无劳动能力
的贫困人口5486人纳入低保，为全县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购买基本医疗保险；龙
岗区投入2000万元建设海丰县教师发
展中心；投入1500万元建设海丰中等职
业技术学校学生宿舍；投入1800万元建
设海丰县城东镇卫生院综合楼和海丰县
黄羌镇卫生院改扩建项目；规划对口帮
扶项目331项，修建道路40公里、路灯
杆951根、公厕72座，改造自来水厂2
座，铺设自来水给水管道9.3万米，新建
及修缮党群服务中心28座共 9474平
方米。

“用一句话形容龙岗区对口帮扶海丰
的工作和成果，那就是真帮实扶敢担当，
脱贫致富有龙岗。”海丰县副县长庄政表
示，在龙岗区的帮扶下，海丰县经济、社
会、民生等事业全面发展，村容村貌进一
步改善，贫困户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一片片整齐的特色林果种植基地，
一座座宽敞的工厂车间，一家一户汩汩
流淌的自来水……这些场景发生在如今
的新疆伽师县。近年来，伽师县立足“精
准”二字，通过发展特色林果业，布局产
业解决就业，不断改善和解决民生难题，
攻坚最后的贫中之贫、困中之困，伽师县
终于顺利啃下硬骨头。

“一村一方案”精准增收

距县城130公里的新疆伽师县玉代
克力克乡英艾日克村，因为发展石榴产业
去年已经脱贫出列。

英艾日克村是沙性土壤，种植出来
的石榴籽粒大、水分多、糖分适中，很有
市场前景。英艾日克村第一书记徐志国
介绍，该村石榴种植面积达1960亩，人均
3亩，进入盛果期，一亩石榴能收入2万
元，去年仅石榴产业人均增收2000元。

近年来，伽师县立足各村优势资源、
地理位置、特色产业等实际情况，按照稳
粮、优棉、增菜、促经、兴果、强牧的发展
策略，制定“一村一方案”，特色村形成的
主导产业为整村脱贫打下了坚实基础。

伽师县英买里乡是伽师新梅的主产
区，全乡新梅挂果3.2万亩。英买里乡
阿亚克兰干村村干部较早就打开了脱贫
思路，因地制宜、找准定位，把林果产业
作为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增加农民收入
的重要抓手。

阿亚克兰干村第一书记库热西·哈
吾力介绍，通过这几年的科学管理、提质
增效，目前，全村新梅种植面积5100亩，
挂果2100亩，已形成2个新梅高效示范
基地。“今年，伽师新梅产量约950吨，销
往上海、深圳、西安等地，依靠新梅，伽师
县人均收入3000余元。”

建档立卡贫困户阿布都热依木·米
曼家有耕地17.8亩，全部种植了新梅，
其中挂果15亩。今年新梅收入就有7
万元。“今年，家里人均纯收入预计达2.5
万元，不仅脱了贫，还步入了小康。”阿布
都热依木·米曼说。

如今，包括伽师瓜、伽师新梅在内的
林果产业已经成为伽师县主导产业，新
梅种植面积目前达38万亩，伽师瓜达
26万亩。伽师县委副书记黄湘柏说，近
年来，由于特色林果效益好，贫困户种植
积极性提高，为了更好布局林果产业，伽

师县建立了50余座冷库，储藏能力达2
万吨。“今后还要继续在林田管理和科技
管理上加大力度，做好特色林果提质增
效。”黄湘柏说。

产业带动精准稳岗

和面、揉面、印花、烤制……片刻工
夫，一个热乎乎的馕就打好了。新疆喀
什地区伽师县馕文化产业园内，在头戴
白帽、身着白色工服的打馕师傅手中，每
天有30万个馕新鲜出炉。

打馕师傅吾帕尔江·卡斯木告诉记
者，家里曾因病致贫，到产业园就业后，
凭借打馕手艺，每天可以打馕2000多
个。“现在工作稳定，月工资4000多元，
家里脱了贫，日子也越过越好。”吾帕尔
江·卡斯木说。

在新疆生活的人都离不开馕。为了
让大家吃得更安全、更放心，同时打响新
疆馕品牌，伽师县按照“馕产业+技能培
训+扶贫就业+旅游观光”的方式，建成
馕文化产业园，并于2019年11月正式
投产。

馕文化产业园负责人马军介绍，目
前，馕文化产业园已开发艾麦克馕、奶酥
馕、玫瑰花酱馕等120多个馕品种，安置
就业千余人。“就业人员当中，贫困户占
一半以上，员工平均月工资约2500元。”

不久前，馕文化产业园还获评3A
级景区，成为伽师县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的助推器。伽师县副县长庞雪琴告诉记
者，今后，伽师县政府将全力推动伽师馕
从单一产品输出向人员、技术、标准、厨
具、品牌、文化多元交流转变，与旅游业
融合形成产业链，做大做强、做优做精馕
产业，助力伽师脱贫攻坚，推动乡村振兴
与经济社会发展。

就业，是脱贫增收最直接、最有效的
路径。为了多渠道开发就业岗位，除了
利用特色产业，伽师县积极利用园区带
动农牧民群众就近就地脱贫增收。

伽师县工业园区2009年升格为自
治区级工业园区，目前有包括电子产品
加工类、纺织服装假发类、农副产品加工
类等劳动密集型企业50余家。在园区
企业就业员工 7000 余人，贫困人口
2900余人，员工平均工资约2000元。

在一家服装企业工作的库尔班尼
沙·阿布力米提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为带

班组长。“我现在负责管理50多人，月工
资2800多元。”库尔班尼沙·阿布力米提
告诉记者，如今，夫妻俩都有稳定工作，
半年前家里还购买了小轿车，未来，她还
计划在县城买套房子。“生活就是要有目
标，日子才会越来越有奔头。”

大数据导航精准帮扶

记者采访时，伽师县扶贫办工作人
员沙哲旻打开脱贫攻坚大数据平台，查
看实时推送的行业数据。“通过数据实时
对比，加强对有返贫风险人员的动态监
测。”沙哲旻说。

今年，新疆依托脱贫攻坚大数据平
台，健全完善防止返贫致贫监测预警与
动态帮扶机制。伽师县守住“两不愁、三
保障”底线，全面落实动态预警监测帮扶
机制，对群众收入按照“红橙黄绿”分级
预警。

克孜勒博依镇阿依丁村易致贫户帕
提米·阿卜杜克热木一家是大数据平台

的受益者。今年年初，帕提米·阿卜杜克
热木5岁的儿子住院做脚部手术，花费
2.2万余元。扶贫专干艾孜提·艾力了解
情况后，第一时间帮她准备医疗保险报
销材料，申请医疗救助。最终，手术只花
费不到1万元。

“我家被纳入了低保，村干部还为我
家申请各种补贴，丈夫今年4月在村里
的公益性岗位就业。”帕提米·阿卜杜克
热木说，她很感谢党的好政策。如今，加
上土地收益、稳定就业以及各项补贴，帕
提米·阿卜杜克热木家年人均收入超过
8000元，彻底摆脱了致贫风险。

静态数据“活起来”，档案信息“动起
来”是伽师县借助大数据平台开展扶贫
工作的抓手。伽师县扶贫办副主任宋昭
才告诉记者，大数据平台已接入各行业
部门和乡村两级，通过各部门实时数据
推送和扶贫信息数据比对，定期分析因
学、因病、因灾、因失业等返贫致贫风险，
及时消除风险隐患，做到早发现、早预
警、早帮扶、早阻断。

28岁的加央金宗正在翻晒油菜籽。 本报记者 贺建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