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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

本版编辑 王薇薇 向 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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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水 龙 塘 寨 门 开山 水 龙 塘 寨 门 开
——贵州省黔东南州雷山县龙塘村精准脱贫纪实

经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莹莹陈莹莹

陕西宝鸡：

让贫困群众就业让贫困群众就业““稳稳的稳稳的””
本报记者 张 毅

甘肃灵台：

牛产业提质增收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通讯员 杨 刚

芦笙绕梁，连绵不绝。
两年多没回龙塘村的文静回来了，住

进了堂哥文武家的荷塘雅苑民宿。提前
1个月就被家人告知村里有大喜事的她，
打算在苗歌比赛中一展歌喉。

被合作伙伴带来龙塘村吃饭喝酒的
福建商人李珠山，在芦笙比赛现场发出感
慨：壮观！

步步是景，人人盛装。10月中旬的
贵州省黔东南州雷山县龙塘村，迎来了融
创中国—友成基金会结对帮扶龙塘精准
脱贫成果移交和龙塘山房开业两件大喜
事。自此，村里的来客络绎不绝，一直持
续到11月下旬的苗历新年。

“这是希望。”龙塘村委会主任文冲说，
这个曾经的“国家二类贫困村”，现在不但
全村脱贫出列，还倍增发展的信心与勇气。

求 变

烟雾缭绕的群山与梯田，悠然安逸喜
悦的生活，这是龙塘村的日常。土地少，
坡陡，劳动强度大，机械化种植难以实现，
人工成本和运费成本极高，也是龙塘村的
现实。龙塘全村285户1280人全部为苗
族，分布在8.54平方公里的龙塘大寨、南
星、鱼田3个自然寨里。

2014年文冲返村工作，当时村里的
状况历历在目：国家二类贫困村，人均年
收入 2810 元，建档立卡贫困户 100 户
425人；请人摘100斤葡萄挑到山下，工
钱100多元，卖低了不赚钱，卖高了没有
竞争力；一亩地每年收粮食七八百斤，米
价两三元一斤，算上人工肥料净亏几百
元；村里的土豆运到贵阳，比河南运来的
每斤还贵2角；试种了不少经济作物，都
以失败告终。

那时的龙塘村，只能经由一条小便
道，花一个半小时去往州府凯里市。因为
闭塞，这座苗寨的原始风貌被完好保留，
甚至少见的苗族风俗也能在这里见到；也
因为资源匮乏，村里80%以上的壮劳力
都选择出门打工。

“村里缺建设用地，不往乡村深度游
和农耕文化体验的方向发展，难以从根本
上解决土地和人力成本问题。”文冲说。

2013年龙塘村入选第二批中国传统
村落名录。在附近的西江千户苗寨成了
知名景区后，龙塘村也试着搞起了荷塘
景观。

2016年国务院扶贫办社会扶贫司牵

头负责定点帮扶雷山县，国务院扶贫办直
属社团友成基金会结对帮扶龙塘村。
2018年8月，在国务院扶贫办的支持下，
融创中国控股有限公司捐赠2400万元，
联合友成基金会启动“结对帮扶贵州龙塘
精准脱贫”项目，并成立专项工作小组长
期驻扎龙塘村。

“融创中国有文旅板块，我们一起对
村子做了一个设计，从文旅切入、产业带
动、文化激活、教育帮扶4个方面推进脱
贫攻坚工作。”友成基金会副秘书长李佳
琛说。

融创中国控股有限公司总裁助理邵
佳说：“项目目标是帮助龙塘实现整村脱
贫和乡村振兴，共识是传统的苗家习俗和
美好的生活方式不能变，要有条不紊地脱
贫、循序渐进地致富，做一个有辨识度和
开创性的公益扶贫项目。”

文冲对此这样理解：“你该干什么还
干什么，保持原有的生活形态。村里285
户自给自足，能提供多少食物和资源就接
待多少人，不走过于商业化道路，而是做
成一个苗家生态核心博物馆。”

地方政府、对口支援单位、慈善组织、
爱心企业等各方力量集结，龙塘村的蝶变
开始了。

尝 试

村里怎么会有客人来？没有名胜古
迹也没有地标建筑，为什么要来这里？驻
扎龙塘的工作小组经常听到这样的问题。

“这是扶贫的一次尝试。”李佳琛说，
“建立互信和人的发展都需要时间，为了
按时保质完成脱贫攻坚目标，前期需要借
助外力，在帮助其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持淳
朴的民风和传统的生活方式。”

第一步，成立共建共享平台。2018
年底，在“结对帮扶贵州龙塘精准脱贫”项
目组的帮助下，龙之塘乡村旅游专业合作
社成立。融创中国伸出橄榄枝，瞄准鱼酱
酸、茶叶和玫瑰花等特产下了消费扶贫订
单。第一笔订单就给交了500元会费入
社的100多个合作社社员带来了750元
的分红。人们尝到了甜头，社员数目增至
206个，而这些订单为村集体经济增收
200多万元。2019年，龙塘村人均收入
超过6000元。

第二步，将传统吊脚楼改建成示范民
宿。文武正是在那时接到村里的电话。
为养大3个孩子，他在雷山县城打工的十

几年间，村里的房子一直闲置。“合作社出
50万元翻修了原来木质结构的房子，他
们负责招徕客人，利润与我分成，15年
后，民宿完全交给我自己打理。”文武说，

“能有收入，又能支持村里发展，我立刻就
答应了。”

融创中国请来了知名设计师孟凡浩，
文武与另一家贫困户的老房子在孟凡浩
手里变成了如今的荷塘雅苑与粮仓楼。
让孟凡浩没有想到的是，这种代表苗族传
统风格又有现代生活条件的民宿，吸引了
15家村民效仿，主动改建自家房屋；而让
村民没有想到的是，高山云海梯田给了孟
凡浩灵感，他在陡峭山梁上设计了拥有无
敌景观的8栋吊脚楼。这组被命名为龙
塘山房的建筑群，让第三个步骤——打造
自带流量的旅游目的地成为现实。

“存量改造和增量融入双线并行，借
助外部力量带给村子一些积极的变化。”
孟凡浩期待，通过后期运营真正实现村子
振兴。龙塘山房开业当天，李珠山特意爬
上山，从山房眺望景致。“印象极其深刻，
但感受完后，我还是想住在村民家里体验
民情。”他说。“这就对了！”承接龙塘山房
和村里民宿运营的印主题旅居创想文化
有限公司董事长韩永坤想得很明白，“龙
塘山房的收益惠及龙塘全村，但它的存在
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带动。游客冲着
龙塘山房来这里，可以选择住在山下民
宿，深度体验扎染蜡染、苗族刺绣，尝尝美
味的稻田鱼，增加住宿外收入，真正实现
以点带面。”

10月14日，村两委与合作社发起了
村民日，邀请村民一同参观龙塘山房和两
栋山下民宿，人们像去参观亲戚家新房一
样盛装打扮，在村民文永忠老人的箫声中
唱起了苗族飞歌。

“山上停车场、直升梯……年轻人想
了很多点子，试图解决去山房要爬高山的
问题。”27岁的村民文远胜说，龙塘山房
无疑可以带动全村发展，但最后还是要大
家一起来做。

“龙塘山房未来将会是我们村的重要
标志，但是龙塘更重要的财富还是大家。”
村民日上，李佳琛这样对村民说。

成 长

2018年6月，在外打工7年的文远胜
回到村里。当年12月，龙之塘乡村旅游
专业合作社成立了，文远胜看好村里的发

展前景，决定留下来。
“你回村里有什么出息？”父母给他3

年时间，假如不行，还是回大城市打工。
“因为穷，我们村留守儿童和老人特别多，
我们兄弟姊妹3人都是留守儿童，我不希
望我的孩子再成为留守儿童。”文远胜异
常坚定。

成为合作社青年骨干的他，试种起红
米。“拼产量不行，我们只用农家肥，不打
农药，换成烟秆和荨麻泡水驱虫，米价就
上去了。”文远胜说，这种红米每斤可以卖
10元至20元不等，现在已有10多户人家
加入试种行列。

合作社设立了总额120万元的互助
资金池，根据申请时间，以无息贷款、贴息
贷款、低息贷款的形式贷款给村民。文远
胜申请了无息贷款将自家房子改建成民
宿，今年国庆长假期间，他家的民宿接待
了两批客人。

而村民雷芝与丈夫朱德胜则申请了
5万元的贴息贷款，用于置办油坊设备。
从东莞打工回来后，朱德胜搞起了油坊，
雷芝则进了村里的非遗工坊做起了苗绣
和扎染工艺品。蜡染、刺绣、炒茶、玫瑰酱
制作、减防灾……各种培训如火如荼地
展开。

今年，龙塘村里的小学撤并到雷山县
的一所小学，不少妇女进城陪读，村里劳
动力流失。

文冲则有另外的担心：“在村小学读
书时，孩子们穿苗服、唱苗歌、吹芦笙，现
在去了雷山县读小学，这些习惯还能保留
多少？得趁着寒暑假多给孩子做些民俗
文化培训。”

也有好消息。更多在广东、福建、浙
江打工的龙塘人，开始回流到凯里市、雷
山县、西江镇，因为村里的事越来越多，也
越来越需要他们。现在，龙塘村去西江镇
只需20分钟，去凯里市只需半小时。

“这套立体扶贫模式能够激活乡村内
生动力。”邵佳说，龙塘村的整村脱贫和龙
塘山房的开业，是龙塘村发展的里程碑，
也是融创乡村振兴公益事业的全新开始。

站在这个新起点，雷芝更新了朋友
圈：“今天的天气好好哦！山房民宿。”她
熟练用上了九宫格照片：烟雾缭绕的梯田
旁点缀着错落的传统屋舍；坐落在山间的
龙塘山房被树木掩映；如天外飞仙般的露
台和无边泳池……村里人说，这三者，依
次是龙塘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龙塘苗
寨，青山不改，绿水长流。

“厂里安排我在产品包装岗位工作，
劳动强度不大，还能照顾家里，月工资
2000多元。”近日，在陕西省宝鸡市太白
县太白河镇兴隆村的扶贫工厂，刚到这里
工作不久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唐雅洁见到
记者激动地用手比画着。唐雅洁夫妻都
是聋哑人，丈夫常年在外打工，唐雅洁需
要照顾孩子，不能外出务工，加之聋哑残
疾，一直找不到适合的工作，家庭收入微
薄。为帮助像唐雅洁这样的贫困户就业
增收，太白县人社局邀请宝鸡雪域高山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进驻建设扶贫工厂，对当
地有机蔬菜等农产品进行深加工，让贫困
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就业，挣钱顾家两不
误。

近年来，在各级人社部门的持续帮扶

下，陕西省宝鸡市原有12.9万户28.5万
名贫困劳动力，目前已经就业的有23.37
万人。有劳动力的贫困户实现了至少一
人就业，“零就业”贫困户和未就业、未脱
贫的贫困劳动力均实现清零。

对标脱贫攻坚收官目标，宝鸡市充分
发挥就业扶贫见效快、管根本的优势，以
就业扶贫“六项工程”为抓手，打出“村镇
工厂吸纳就业、智能招聘助力就业、技能
扶贫促进就业”的线上线下组合拳，帮助
贫困群众甩掉贫困帽子。

经济日报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着
眼助力农村贫困劳动力就业增收，宝鸡市
人社局出台奖补政策积极鼓励支持村镇
工厂和就业扶贫基地开发岗位，村镇工厂
凡吸纳贫困劳动力人数占员工总人数三

分之一以上，其场地租赁费、水电费按总
支出的50%予以补贴。截至目前，已累
计认定村镇工厂106家、就业扶贫基地
144家，就近就地吸纳贫困劳动力4483
人。同时还建立健全扶贫公益专用岗位
体系，帮助出不了远门的贫困群众就近有
活干、有钱赚，通过公益岗位安置贫困劳
动力6049人，临时性防疫公益岗位安置
贫困劳动力2115人。

“家里还有个弟弟要上学，开销挺
大，早点签个工作回家就能帮衬父母
了。”明年毕业的姚林是宝鸡市眉县槐
芽镇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她拿起手
机轻轻一点“宝鸡就业”APP就可以查
信息、投简历、网络面试、一键签约。
不长时间，身在江西的她就在家乡找到

了一份好工作——太白鳌山滑雪场预订
中心专员。针对常态化疫情防控对就业
工作带来的新挑战，宝鸡市人社局还积
极探索建立“云上”人岗对接平台，通
过举办“网络视频”招聘会，创新开设

“宝鸡就业”APP、“网上招聘超市”，
利用“抖音”等平台直播“带岗”等多
种形式，向有就业意愿的贫困劳动力有
针对性地推送就业培训及岗位招聘信
息。这种智能招聘方式尤其受到贫困家
庭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的青睐，满足他们

“尽孝+顾家+就业”的实际需求。截至
目前，宝鸡市“网上招聘超市”已有
7323家企业发布12.1万个岗位，达成就
业意向3.99万人；“宝鸡就业”APP发布
就业岗位3.8万个，求职个人注册1万余
人次。

为从根本上增强贫困劳动力的内生
动力，宝鸡市人社部门大力开展中期技能
培训，对参加培训的贫困群众免培训费、
住宿费、书本费，并每人每天给予50元生
活和交通补贴，使1708名贫困群众掌握
了一技之长，为稳定就业、长效脱贫奠定
了坚实基础。

一个苗族村寨，因为闭

塞，完好保留了原始风貌和

苗家风俗，也因为资源匮乏，

一度是国家二类贫困村。一

场精准扶贫实践，集结了地

方政府、对口支援单位、慈善

组织、爱心企业等各方力量，

以对环境最低程度的改造

实现对村落景观最大程度

的改善，以村民为主体来传

承展示原生态苗寨文化与美

好生活方式，以淳朴民风吸

引游客。如今，这座位于贵

州省雷山县龙塘村的苗寨已

全部脱贫出列，寨门大开，四

方客来。

平凉市是甘肃省重要的畜牧
业基地和西北有影响力的畜牧产
品集散地。以红牛为代表的草食
畜产业是平凉市的一张重要名
片。目前，牛产业已成为灵台群众
脱贫致富的主力产业。

近日，当记者走进灵台县绿源
红牛繁育有限责任公司，干净宽敞
透亮的牛舍里，一头头健壮的红牛
悠闲地咀嚼着草料，不时发出“哞
哞”声。

“我是一名贫困户，在这里打
工一年多了，每个月收入3000多
元，可以补贴家用，也能照顾家里，
我喜欢这个工作，还想继续干下
去。”说起在这里务工，已经60多
岁的饲养员郭明一脸自信和喜悦。

灵台县绿源红牛繁育有限责
任公司是灵台县牛产业助推脱贫
攻坚的产业之一，公司现已发展成
为千头饲养量规模的龙头企业，带
动全县红牛产业扩量、提质、增效，
贫困户增收。

公司负责人巩永成告诉记者，
公司采用“国有企业＋产业项目＋
合作社＋贫困户”的经营方式，目

前平凉红牛存栏600多头。今年
出栏300多头，实现经营收入500
多万元，向贫困户分红81万元。
累计分红达到200多万元。

近年来，灵台县按照平凉市
“远抓苹果近抓牛、当年脱贫抓劳
务”的思路，坚持把牛产业作为
农村发展、农民增收的基础，全
力做好政策驱动、平台搭建、链
条延伸、模式创新等工作，持之
以恒常抓不懈，围绕构建牛产业
发展的繁育体系、饲草料体系、
市场流通体系、科技创新体系、
安全保障体系、社会服务体系

“六大体系”建设，积极落实各项
产业扶贫政策，有效促进了牛产
业提质增效和助农增收。

“‘十四五’时期，我们将加快
平凉红牛产业体系建设，全力推动
灵台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灵台
县畜牧局局长于永锋说。

截至目前，灵台县累计建成肉
牛养殖场区59处，发展千头以上
养牛村30个，培育10头以上养牛
大户220户。牛饲养量达到11.75
万头，实现养牛收入9240万元。

内江市位于四川盆地东南部，面积 5385
平方公里，属于典型的丘陵地区。2013 年
底，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21.78 万人，其中
35.82%集中在301个贫困村，64.18%零星分散
在1328个非贫困村和社区，“插花式”贫困特
点突出。近年来，内江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和
四川省委决策部署，坚持把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作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的检验标准，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紧扣“两不愁、三保障”目
标，积极探索丘陵地区“插花式”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新路子。2019 年底，内江市贫困人口
全部脱贫、贫困村全部退出，贫困发生率由
2013年底的6.9%下降为零。

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夯实脱贫攻坚成果。
内江全面整顿软弱涣散党组织，目前全市贫困
村优秀、良好类党组织达100%，贫困村党组
织书记、主任“一肩挑”比例达100%。内江
不断加强扶贫一线力量，向全市行政村选派驻
村第一书记，组织动员3.5万名党员干部结对
帮扶贫困户。

聚焦产业发展，筑牢经济基础。内江突出
因地制宜、集中连片、差异化发展，提高农业
供给质量，助推贫困群众增收脱贫。内江建设
成渝地区优质农产品基地，实施“351”特色
农业产业发展方案与“12345”现代农业产业
提升行动，全市累计建成农业园区150个、面
积 117 万亩，带动贫困群众发展特色种植业
6.39 万亩，注册“四川扶贫”公益商标 288
个。加快培育内江黑猪、资中血橙、威远无花
果等优质农产品品牌。积极探索“N+扶贫”
方式，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新兴业
态，推动农旅融合发展、园区变景区、农房变
民宿、产品变商品，让更多贫困群众吃上“旅
游饭”。内江市深入推进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
综合示范县建设，统筹实施村级集体经济整镇推进等“四项计划”，出
台15条扶持措施，贫困村人均集体收入超省定标准4倍。

培育脱贫攻坚内生动力。坚持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引导贫困
群众感恩奋进、依靠勤劳双手过上好日子。内江市积极培育挣得到钱、
当得好家、待得来人、走得正路的“农村家庭能人”，逐户逐人分析筛
选培养对象，并“一对一”制订培养方案，累计培育“农村家庭能人”
78.51万人。加强乡风文明建设，倡导立家规、晒家训、扬家风，组织
开展清河、清渠、清沟、清路、清院“五清”行动，在教育引导贫困群
众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气的同时，建成“美丽内江·宜居乡村”达标
村545个。

激发脱贫攻坚持久活力。深化拓展全国第二批农村改革试验区创新
集体建设用地利用试点成效，在贫困村中探索“贫困户集中受益、财政
专项扶贫资金集中使用，产权集体化、资本化，经营权专业化、阶段
化，收益权股份化、动态化”的“两集中三权六化”投资收益扶贫机
制，推动贫困群众按股分享成果、稳定增加收入。在四川省率先实现多
卡合一、信息化监管，22项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全面实行社保卡发
放，已累计发放26.2亿元、受益对象133万人。深化乡镇行政区划调整
和村级建制调整改革，减少乡镇（街道）38个、减幅31.4%；减少村级
建制681个、减幅42.38%，推进优势资源向贫困村聚集。推动减贫策略
与工作体系平稳转型，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快建设

“甜城韵味、大千精彩、一域丰沃”美丽乡村，加快建设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中的新内江。

灵台县绿源红牛繁育有限责任公司干净的牛舍。
杨 刚摄（中经视觉）

贵州省黔东南州雷山县龙塘村的陡峭山梁上，拥有美丽景观的8栋吊脚楼被命名为龙塘山房。 本报记者 陈莹莹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