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吃过早饭，收拾妥当，34岁的西藏日
喀则市白朗县巴扎乡查吾冲村村民普赤
一家三口便与城里的“上班族”一样，准备
去上班。

普赤一家上班的公司是珠峰农业科
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她已经在这里工作
了4年。“我们每人每月可以拿到4000元
的基本工资，根据所在大棚的蔬菜收益还
有绩效工资。”普赤说。

不离乡不离土，普赤一家在家门口实
现了稳定就业，收入也在逐年增加，家庭
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2017年，普赤家花
10多万元购置了一辆家用小轿车；2018
年，花费30多万元翻盖了住房，现在家里
电视、电冰箱、洗衣机等电器一应俱全。

在家门口就业，既没耽搁普赤照顾家
里的两个孩子，也没荒废家中的20多亩
青稞地。“骑电瓶车从家到蔬菜大棚只需
5分钟，不耽误接送孩子上幼儿园和回家
做饭。现在青稞从种植到收割都是机械
化，以前需要大半个月才能度过的农忙时
期，现在利用几个中午就可以完成播种、
收割，很方便！”普赤说，自己最初到蔬菜
大棚打工其实是抵触的。“2017年，公司
流转村里的土地建设蔬菜温室大棚，县乡

干部还到村里动员大家到蔬菜大棚打工，
学习种菜技术。可蔬菜只有附近的彭仓
村种得多，技术好不好学，干了活能不能
拿到钱，大家心里都有顾虑。”

在县乡干部的引导鼓励下，普赤还是
加入了学习种菜的队伍。经过一段时间，
她发现只要用心跟着技术员学习，要掌握
蔬菜种植技术也不难。从最初的土培到
如今的水培、人工授粉……普赤掌握的种
植技术种类越来越多、技术含量也越来越
高。普赤说：“我现在挺喜欢蔬菜大棚里
的工作，风吹不着、雨淋不到，看着自己栽
下的一株株蔬菜幼苗长大、开花、结果，我
很开心。”

曾经，白朗县群众以种植青稞为主，
餐桌上的蔬菜多为土豆、萝卜、白菜老三
样。随着蔬菜种植的蓬勃发展，大家的饮
食结构也正在发生改变，普赤家的餐桌早
已丰富起来。她说：“我每天都会采摘一
些自己种植的蔬菜回家食用，以前只能吃
萝卜白菜，现在西红柿、黄瓜、青椒、苦瓜
等都是我们家餐桌上的常见菜，蔬菜种类
丰富后，家里人的健康状况也有了很大改
善。参与蔬菜种植不仅让我的腰包鼓了
起来，也让家人的身体更健康了。”

1998年，在山东济南援藏干部的帮
助下，白朗县开始建设大棚，试种蔬菜。
白朗县委书记陈昊说，到2015年，白朗
蔬菜种植虽然有了一定规模，但总体上
仍然偏小偏散，缺乏带动能力强的龙头
企业和优质经营主体。为此，2016年，
白朗县干部请来中国农科院、山东农科
院等单位的专家，他们深入田间地头为
白朗的蔬菜产业“把脉”。同时，白朗县
将培育本土企业和招商引资并举，西藏
珠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这样的
本土企业得以成长，山东寿光蔬菜产业
控股集团、上海孙桥溢佳农业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湖南华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等企业纷纷落户白朗。

借助蔬菜产业，白朗县把贫困群众聚
在产业链上，让群众富在产业链上，不断
建立绿色蔬菜产业和贫困群众的利益联
结机制，像普赤这样的白朗农民在保留传
统种植方式的基础上，正在慢慢转变为蔬
菜产业链上的职业工人。

陈昊表示，蔬菜产业已经成为白朗县
的支柱产业、特色产业、优势产业，全县
7000多户中有3200多户直接参与到蔬
菜产业中，全县蔬菜种植面积已经从最初
的0.3亩发展到1.44万亩，今年产值预计
可达2.6亿元。3200户群众仅靠蔬菜产
业，户均年增收达1万元以上。2017年
白朗县就在西藏县（区）中较早完成了脱
贫摘帽任务。

西藏白朗县西藏白朗县::

农业科技助力脱贫农业科技助力脱贫
本报记者 贺建明

西藏珠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员工旺久正在给苦瓜进行人工授粉。
本报记者 贺建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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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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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西和甘肃西和::““大帮扶大帮扶””带来大变化带来大变化

山东平邑县：

“一杯牛奶”撑起产业扶贫
本报记者 乔金亮

创新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工作，是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客观要求。

易地扶贫搬迁是精准扶贫“五个一批”主要路
径之一，是最难啃的“硬骨头”。“搬得出”是前提，

“稳得住”是关键，“能致富”才是根本目的。写好
后续帮扶这篇大文章，是实现高质量脱贫的内在
要求。

广西百色市地处滇黔桂石漠化片区，是左右
江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也是全国脱贫攻坚主战
场之一。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我们深入推进精
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把打好易地扶贫搬迁这场
硬仗，作为推进脱贫攻坚的重中之重。全市累计
投入近130亿元，建设安置点114个，于2019年末
圆满完成18.18万人的搬迁安置任务，搬迁人口约
占广西的 25.6%，占全市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
26.66%。

在此基础上我们乘势而上，及时打出一套后
续扶持政策“组合拳”、念好“五字经”，让搬迁群众
从“搬得出”向“稳得住、能致富”转变。

围绕方便群众日常生活，念好“配”字经。
买米买菜、就学就医、幼儿入园、老人看护等，
都是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小事。能否做好这些小
事，事关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也是
搬迁群众能否“稳得住”的关键要素。我们坚持
把这些小事当作政府的大事来抓。小型安置小区
一般在乡镇所在地建设，大型安置区（如百色市
区的深圳小镇、田阳老乡家园等）除重点建设学
校、卫生院等设施外，还配套建设综合服务中
心，完善包括文体活动、老年服务、婴幼儿托
管、购物小店、治安管理及物业服务等功能，最
大限度满足群众日常生活之需，为“稳得住”创
造了有利条件。

围绕群众持续稳定增收，念好“业”字经。产业是增收之基，就业是民
生之本。百色市创新推出“易地搬迁+”方式。“易地搬迁+特色产业”，有条
件的安置点通过建设脱贫奔小康产业园发展特色产业，共建脱贫奔小康产
业园126个；“易地搬迁+扶贫车间”，引进电子、针织、农产品加工等劳动密
集型企业建立扶贫车间88个；“易地搬迁+劳务输出”，依托粤桂扶贫协作，
有序组织劳务输出；“易地搬迁+自主创业”，盘活安置点商铺等资源，出台
创业贷款等支持政策，扶持有创业能力和愿望的搬迁群众自主创业；“易地
搬迁+公益岗位”，针对无法转移就业的劳动力，通过开发清洁卫生、治安保
卫等社区服务公益岗位，为他们提供就近就业机会。通过上述举措，实现
稳定就业37175户81645人，基本实现“一户一人一就业”目标。

围绕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念好“捷”字经。完善和提供便捷的基本公
共服务是搬迁群众安居乐业的重要保障。立足精准服务群众，针对搬迁
群众大多数户口仍留在原住地的实际，总结推广田阳“农事城办”经验，在
各安置区设立社区警务室、法律服务中心、民事调解中心和政务服务中心
等管理机构，为群众提供医保、教育、社保、民政、法律等“一站式”服务，打
造“社区10分钟服务圈”，实现“服务跟进城，办事不回乡”的目标，极大增
强搬迁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围绕促进形成文明新风，念好“育”字经。培育文明新风是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要求，也是实现搬迁群众物质和精神“双脱贫”的
必然选择。百色以打造“文明、和谐、幸福、感恩”新家园为目标，多管齐下
推进文明新风建设。设立易地扶贫搬迁成就展示厅（室），常态化开展感
恩教育，激发群众感恩之心，增强爱党爱国之情；开展“五美”（最美乡贤、
最美致富带头人、最美媳妇、最美婆婆、最美家庭）评比活动，培育文明家
风，促进家庭和睦、邻里团结；建立爱心公益超市，激励群众通过参与清洁
卫生、参加培训等获得积分兑换物品，促进群众积极主动参与集体活动、
公益活动；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进安置区（点），打造易地搬迁民族
团结示范点，增进各民族群众的团结和谐。

围绕创造和谐社区环境，念好“治”字经。易地扶贫搬迁不仅是人的
迁移，而且是系统性的社区重组和自治机制的再造。加强安置区的基层
治理，打造和谐社区、平安社区，是加快搬迁群众融入社区的重大举措。
近年来，百色市强化安置区（点）的组织再造，以建立社区党组织为核心，
以完善社区居民委员会、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居务监督委员会为依托，创
新“一核三元”社区治理新模式。通过推选社区两委班子，完善团委、妇联
以及“老乡议事会”“红白理事会”等组织，健全社区治理体系。同时，坚持
把党支部建在楼栋上，全面实行楼长制、单元负责制，推行网格化管理，推
动社区治理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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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联发挥优势帮助推介家政服务和
联系手工产品订单；山东青岛市负责劳务
输转吸引当地企业到西和建立扶贫车间；
甘肃省生态环境厅负责村容村貌整治
……这是甘肃省西和县“统筹配置、各展
所长、优势互补、集中发力”的脱贫攻坚

“大帮扶”方式。
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西

和县在各级单位的帮扶下，于今年11月
21日退出贫困县序列，顺利脱贫摘帽。

帮扶“独唱”变“合唱”

冬日的西和略显萧瑟，但是雪绒花家
政服务培训中心、草编中心里却暖意
融融。

“以前只能在家带孙子，现在做草编，
一个月最多有1000多元收入。”西和县稍
峪镇潘豆村村民刘红红说，她参加了“陇
原巧手”培训，内容包括刺绣、草编、钩编，
如今靠手工制品挣钱补贴家用的她感到
非常高兴。

西和县利用巾帼巧手脱贫，帮助建成
4家手工编织基地，今年又投入220万
元，在稍峪镇建立手工编织基地，带动
236名妇女增收，其中贫困妇女129名。
目前，编织基地共吸纳1258名贫困妇女
从事手工编织。

“现在每月平均工资4500元左右，工
作前3个月县里和厂里还有补贴。”在千里
之外的山东青岛三元集团悠进汽配厂务
工的西和县落峪镇杨庄村村民张小艳说。

这些都是整合各方帮扶优势、效益最
大化的真实体现。

针对帮扶单位各自为政、力量碎片
化、没有有效形成帮扶合力的状况，西和
县领导及时调整工作思路，整合各级帮扶
力量，在全县范围内统筹配置，推动各帮
扶单位做自己最擅长、最专业的事，构建
起“统筹配置、各展所长、优势互补、集中
发力”的西和脱贫攻坚“大帮扶”方式。

“我们就是要把帮扶‘独唱’变成‘合
唱’，实现帮扶效益最大化。”甘肃省政协
副秘书长、脱贫攻坚帮扶工作协调领导小
组办公室主任张效林说，“全国妇联发挥
自身优势，负责在大中城市帮助推介家政
服务和联系手工产品订单；青岛市市北区
负责在青岛市联系劳动力的输转与吸引
中小企业到西和县建立扶贫车间；甘肃省
生态环境厅投资4825万元在西和县开展
村容村貌和农村环境卫生整治工作，西和
县人居环境卫生状况得到大幅改善；农行
甘肃省分行为西和县量身定制了一批扶
贫贷款、保险等金融产品，累计发放涉农
贷款5.69亿元；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投资
2.6亿元，实施农村电网建设与改造升级
工程，实现了全县所有自然村通动力电。”

2017年以来，全国妇联累计投入帮扶
资金5554.86万元，新建定点扶贫示范基
地29个，妇女产业示范点20个，带动6360
名妇女增收。青岛市及市北区东西部扶贫
协作投入财政援助资金1.983亿元，实施协
作项目93项，帮助引进企业5家，带动投资
6786万元，累计受益贫困户达到1.7万多
户8万余人。甘肃省直帮扶组长单位甘肃
省政协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带领省市各帮
扶单位，累计引进项目170多项，帮建扶贫
车间55个，引入扶贫资金10多亿元，解决
了西和县长期以来的脱贫难题。

众多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百企帮百
村”精准扶贫帮扶行动，累计参与社会组
织、企业73家，投入帮扶资金2868.7472
万元，为西和县高质量脱贫注入了强大
动能。

富民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农行的‘半夏产业贷款’给我们帮了
大忙。”何坝镇广鸿中药材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鲁马成说，种植1亩半夏大约有4万
元的收益。合作社因为有“半夏产业贷
款”助力，社员已由成立之初的5户发展

到1800户，其中1314户是贫困户。
在脱贫攻坚中，各帮扶单位发力助推

西和县产业体系构建，通过帮扶带动，形成
了以半夏为主的中药材产业，以花椒、八盘
梨和食用菌为主的林果蔬产业，以养鸡养
猪为主的养殖产业，并配套发展加工、流通
企业，不断提升农产品附加值。目前，全县
累计发展中药材15万亩、经济林果53万
亩、畜牧养殖90多万只（头、羽）。

针对产业薄弱问题，帮扶西和县的各
级帮扶单位在“引进来、扶起来、卖出去”
上狠下功夫。

2018年以来，甘肃省督战领导先后
带队赴广东、青岛等地扶贫招商，北京德
青源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药控
股有限公司等大型农业龙头企业相继在
西和落地建厂。甘肃省长风信息科技集
团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合作社运行方面
积极提供技术帮扶，帮助解决发展难题。

“我们拆除危房后复垦试种了板蓝
根，下一步还会扩大规模种植花椒经济林
及柴胡、党参等中药材。”西和县副县长徐
全喜说，西和县政府将持续发展壮大农业
中药材、经济林果蔬、畜牧养殖三大主导
产业，坚持“长中短结合、多元化发展”，强
化招商引资，延长产业链条，壮大经营主
体，不断提升产业标准化、规模化、市场化
水平。持续加强技能培训和劳务组织化
输转，多措并举稳岗拓岗，有效增加群众
收入。同时，西和县政府充分发挥陇南电
商平台优势，通过县内促销、电商营销、帮
扶单位助销等，实现农产品销售5.4亿
元，其中电商销售2.2亿元。

“一村一企”让村庄换新颜

走进西和县马河村，曾经脏乱老旧的
村庄焕然一新。

“以前村里垃圾随地乱扔，现在不仅
有垃圾车、垃圾桶，还有垃圾屋，村子整洁
又干净！”西和县马河村村民袁玉锋说。

改善人居环境是脱贫攻坚的重中之重。
甘肃省生态环境厅立足西和实际情况，在
帮扶过程中推进“拆危治乱”的同时，进行
深层次治理。

“我们已经完成了4117户村民的厕
所改造、治理了3046间‘黑房子’，建立起
常态化、网格化保洁机制，为西和的村容
村貌带来了巨变。”徐全喜说。

村庄治理不在一朝一夕，需要长久坚
持，更需要多方合力。

“帮扶企业不仅为我们翻新房子，还
在公路两侧、村委广场建设了7处花园，
我们的村子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王
坝村村民赵润田说，帮扶工作队整治后的

“黑房子”焕然一新，屋里宽敞又明亮。
而在赵尧村背坡组，15户村民的房

子也在西和县供电公司的帮扶下进行了
改造。这是西和县建立“一村一企”帮扶
机制带来的实效。

西和县紧盯企业优势特长，针对疫情
对贫困群众外出务工和农产品销售带来
的影响，建立“一村一企”帮扶机制，在全
县范围内筛选确定综合实力好、社会责任
心强与具有带动优势的35家企业帮建全
县48个未脱贫村。

村子变美了，更要维护好，不能再回
到从前，这是西和县各村村民达成的共
识。西和各村的帮建企业立足贫困村所
需和自己所能，聚焦整县脱贫短板弱项，
围绕“3+1”冲刺清零后续行动和“5+1”
专项提升行动等政策资金不能覆盖的方
面，对帮建贫困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
施建设和贫困村环境卫生整治等部分环
节积极进行帮扶共建，扎实推行帮助贫困
村整治环境卫生，配合乡村两级解决困难
和问题；通过吸纳贫困人口到企业务工，
兜底解决贫困劳动力就近就业问题；通过
购买贫困户农特产品，兜底解决农产品销
售难题的“一帮两兜”帮扶。各企业累计
投入资金1600余万元，在人居环境治理、
农产品销售、劳务就业等方面进行帮扶。

山东省平邑县白彦镇枣梨村村
民杨卫栋想不到，从一杯牛奶延伸
的产业链改变了他的生活。过去他
在外地打零工，收入时好时坏，一年
回不了几趟家，如今他在家门口实
现就业，成了山东认养一头牛乳业
乳制品智造基地的叉车工，月工资
4200元，还有六险一金，工作、顾家
两不误。这是山东省平邑县重点引
进的产业扶贫项目，给当地农民脱
贫增收带来的变化。

初冬时节，记者来到坐落于沂
蒙山革命老区平邑县白彦镇的奶
业产业综合体基地，厂区里智能化
的成套设备和技术工艺令人耳目
一新，这里刚刚生产出第一批常温
灭菌乳和常温酸奶，工人们正在车
间里忙碌着。走出车间，群山环
绕、风景秀丽，一个集草场、牧场、
奶产品加工、旅游体验于一体的产
业综合体初具规模。

据了解，认养一头牛乳业是集
自有国潮品牌“认养一头牛”、自有
牧场及加工厂于一体的乳业企业。
企业在河北、黑龙江等地拥有7座
现代化牧场，奶牛养殖量达6万头，
但仅靠乳制品代加工已远远达不到
市场需求。平邑县敏锐地捕捉到了
合作契机，向企业抛出了“橄榄
枝”。2019年5月，总投资25亿元
的山东认养一头牛乳业基地在平邑

县白彦镇破土动工，优质牧草种植
基地、奶牛养殖牧场、高端乳品加工
基地一体规划整体推进。

基地负责人王刚介绍，该年产
量30万吨的乳制品智造基地，采
用瑞典利乐、法国西德乐整套设备
和技术工艺，于今年10月正式建
成投产，主要产品为常温灭菌乳、
饮品及常温酸奶。存栏量1.4万
头的奶牛示范牧场正在建设，通过
引进英国皇家娟姗奶牛，形成从牧
草种植到奶牛养殖，从优质奶源到
高端乳品加工、销售的完整产业链
条。目标是依托沂蒙山区的优质
生态，打造成长三角地区等发达地
区的优质高端奶源基地。

目前，该产业综合体已吸纳附
近几个村的380余名村民就业，仅
枣梨村在基地就业的村民就有30
多人。“整个项目流转整理山区土
地2万余亩，每年为周边村集体增
收300余万元；达产后，实现年销
售收入27亿元、税收1.2亿元，提
供就业岗位2000余个。”白彦镇人
大副主席张军介绍，以乳制品生产
和现代化牧场为依托，从“一杯牛
奶”中延伸乡村休闲旅游业，加快
了当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让群众
特别是建档立卡贫困户通过流转
土地、牧场务工，在家门口就能收
租金、拿薪金，实现增收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