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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

本版编辑 郎 冰

党 建 扶 贫 风 景 线党 建 扶 贫 风 景 线
——吉林省以“第一书记”品牌助脱贫攻坚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己平李己平

甘肃临潭县甘肃临潭县::

诗 意 的 扶 贫诗 意 的 扶 贫
本报记者 佘惠敏

广西马山县：

携手车企打造特色扶贫套餐
本报记者 杨忠阳

驻村“第一书记”是新农村建设的重
要力量。为提升农村治理水平，吉林省组
织1489个贫困村的第一书记抓党建、抓
扶贫、抓发展，打造“第一书记代言”品牌、
创建“第一书记协会”，连续两年获得全国
脱贫攻坚组织创新奖；在“为了老乡”理念
指引下，走出以党建为魂，脱贫攻坚与乡
村振兴无缝衔接之路，打造出一道亮丽党
建扶贫风景线。

百姓需求是第一书记的召唤

需求对接是品牌创新的源泉。2018
年，吉林省1489名驻村第一书记带领群
众抓产业扶贫，生产具有吉林特色的农产
品。然而，酒香也怕巷子深，好产品关键
是要卖出去。为此，吉林省委组织部率先
在省级层面组织驻村第一书记代言销售
贫困地区农特产品，通过与吉林有影响力
的企业合作，让他们登上大卖场的舞台，
以自身诚信为当地产品代言，取得了较好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今年以来，吉林省还深化拓展“第一
书记代言”活动为“第一书记和村书记”代
言活动。抖音、快手等平台出现第一书记
的身影。4月12日，吉林省第一书记官方
直播间正式开播，很快取得淘宝4.2万流
量、快手10万流量的成绩，大部分是第一
书记在讲述扶贫故事、销售扶贫产品过程
中积累的粉丝。

第一书记苏钢说，“第一次直播太紧
张了，满头大汗”。第一书记任宇翔说，“起
初不知道与观众互动，只顾着自己说；现
在直播成了工作的一部分，上瘾了”。目
前，线上直播不断升级，独立开发的第一
书记代言APP也有了公众号、网站、小程
序。打开APP，映入眼帘的是“为了老乡”4
个大字——这就是他们的初心使命。

脱贫攻坚没有情怀干不了，只有情怀
干不好。随着代言活动的深入，为降低运
营成本，整合资源成为新需求，第一书记
协会应运而生。今年1月22日，在吉林省
委组织部指导下，全国首个第一书记协会
——吉林省驻村第一书记协会注册成立
了。为走市场化道路，推动党建与市场对
接，协会注册成立了本色公司，让专业的
人干专业的事儿。第一书记们把手机作
为“新农具”，把直播作为“新农活”，把电
商平台变成“新农业”，在实践中快速成长
为“新农人”，提升了抓销售、抓经营、抓发
展的能力，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留下了
一支“带不走的工作队”。

“代言”和“协会”双轮驱动

走进长春南四环金控大厦3号楼，吉
林省驻村第一书记协会宣传牌映入眼
帘。在2楼2560平方米的办公区域内，具
备了办公、展示、直播等多种功能。该协
会会长曾丽圆介绍：“这里设有4个代言
直播间供第一书记直播带货，共有工作人
员40人。”

社会化方式打造的第一书记代言

APP则承载着全省第一书记与农民群众
的希望，内有“书记代言”“惠品下乡”

“扶贫团购”和“荣企惠民”4个板块，
以及“第一书记代言”直播间。在这
里，第一书记们把吉林优质农特产品推
向全省乃至全国。经济日报记者尝试安
装该APP后顺利购买了第一单，得到了
一次十分便利的网购体验。

“协会的组织力、规模化解决了很多
问题”。曾丽圆介绍，为让农村的产品与
城市的大市场相结合，必须把农产品变成
产业现有资源。协会所属本色公司整合
各方资源，使农产品在工业化生产中实现
增值，并降低了物流成本。例如：从第一
书记协会发出的大米，快递1斤是5元，市
场上零发的货1斤则要15元。

目前，吉林省有省级驻村第一书记协
会1个、市县协会52个，另有云仓44个；
在淘宝、快手等平台上开办第一书记代言
商城，代言了1480款达到国家标准的产
品。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带来市场营销
的突飞猛进。吉林白城有一位第一书记
曾苦于当地1.7万枚“笨蛋”销售不畅，没
想到在第一书记协会商城直播带货不到
半小时便销售一空。

扶贫产品普遍存在小而散，仅第一书
记代言的木耳就有69种。为此，第一书记
协会与吉林省标准研究院制定了统一标
准，整合了大米和木耳两个品类，在工商
部门注册了“本色不改”品牌。整合后的大
米主推吉林农科院研发的“吉粳816”品
种，好吃不贵。“本色不改”品牌则统一种
植标准、统一销售，利润部分返还给所在
村作为集体积累，体现本色不改的宗旨。

扶贫稳步实里走，深里走

吉林省贫困县全部摘了帽，如何继续
深化脱贫攻坚？对此，吉林省组织部门早
已作了深入探索——脱贫攻坚与乡村振
兴无缝衔接。吉林农村当前的基本矛盾

是发展不充分、不协调。解决不协调的问
题，主要通过脱贫攻坚实现；发展不充分，
则是乡村振兴问题，两者可以无缝衔接，
着力点就是促进产业向高级化发展。一
产中的种养业向深加工转化，形成二产和
三产，“粮头食尾”“农头工尾”实现步步增
值；大众产品向高科技产品转化。

李新功是长春榆树市永生村第一书
记。他调研发现，该村发展慢是因为农民
习惯种玉米，且简单再生产。在他带领
下，村民种植红菇娘——皮做药材，鲜果
鲜食，余下部分加工成红菇娘饮料。同样
1公顷土地，种红菇娘的收入将近6万元。

深一度的产业层次，带来多一份的收
入。来自吉林大学的第一书记宋高峰在白
城通榆边昭村引进本校培育的黑头羊，让
养殖户1年收入几万元，贫困户每年分红
1000元。贫困户谢青生说，“吉林大学出
钱又出力，给我们带来了一沓沓人民币”。
通过科技创新，扶贫产品具有了竞争力。

党建扶贫往深里走，还体现在从党务
工作向党建工作的延伸，通过教育党员带
动农民。吉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储晓东告
诉记者，这种转换和延伸，在实际工作中
很好地与中央目前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这个中心结合起来，是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之举。这种“深”必然需
要“实”的支撑，就是围绕经济主战场这个
大局，有手段有载体，响应农民的所思所
盼。吉林省第一书记代言与第一书记协会

发挥组织化优势，以党组织为统领，成立
属于广大农民的合作社，改变一家一户农
民面对大市场的问题，客观上解决了党建
虚化问题。“扶贫产品背后是产业，这是吉
林农村种植业发达，产业不发达的短板，
把党建与农村产业发展紧紧结合在一起，
吉林正在进行产业化和规模化提升，这是
高质量发展之路。”储晓东强调说。

德不孤，必有邻。第一书记协会并不
局限内部整合，还在各市县创建第一书记
代言产品旗舰店，带动了其他部门同频共
振。记者采访第一书记协会期间，赶上吉
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前来共建。大家
一同走进直播间，实现了大米销售的互
动。曾丽圆说，来访的90多人中有一半
当场表示购买产品与合作意向。

社会化、开放式的第一书记协会培养
集聚了一批志愿者。记者在直播间认识了
吉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小米，他经常参与
直播，不仅分文不收，还自制广告推荐产
品。代言平台整合了社会爱心人士、各界
名人纷纷到直播间与第一书记卖货暖场。

“这里更注重培养党的干部，培养农
村带头人，培养不忘初心、甘于牺牲自我
带领广大农民向前的人。”吉林省委组织
部组织三处处长辛峰说，党建是组织部门
的根本，是一切工作的着力点，通过发挥
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保证脱贫攻坚和
乡村振兴的方向，让党组织统领农民创富
的全过程，这才是我们的初心使命。

“在苹果园里可以住民宿、数
星星，苹果还可以随手摘着吃，令
人难忘。”游客李冰赞叹的，是四
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沃
日镇木栏村的“津金同心·农博
园·苹果共享农庄”。

在对口帮扶中，成都市新津
区投入868万元帮扶资金，引入

“互联网+共享经济”的理念，引
进以旅游分享为核心的品牌资
源，通过集体经济股份化改革，引
导村民和村集体将土地及果树、
房屋等入股到合作社，合作社代
村民持股，按股份给村民和村集
体分红；并以建设运营一批共享
农庄为引爆点，带动村民增收、壮
大村集体经济。

该项目促进了小金苹果全产
业链发展，实现了“造血式”扶
贫。自2019年10月共享农庄运
营以来，25间民宿实现营业额35
万余元，销售苹果收入110万元，
木栏村实现人均增收 2311.54
元。木栏村村支书龙华贵说：“我
们要以此为龙头，带动更多乡亲
致富奔小康。”

苹果林嫁接旅游增值了，玫
瑰花在对口帮扶中也开始怒放。
新津区利用小金县适宜玫瑰栽培
的优势，先后投入438万元支持
小金县高山玫瑰产业以及玫瑰博
览园建设，通过支部+合作社+公
司+党员+农户+基地“六联手”
的产业模式，不断培育壮大玫瑰
产业。

小金县达维镇共和村的贫困
户喻富良家有4亩花田。经过科

学种植、精心管护，他的年收入从
2016 年 的 3000 多 元 上 升 到
2019年的7.9万余元。

目前，小金县玫瑰种植总面
积达1.2万余亩，年产300吨玫瑰
鲜花，带动3200余户参与玫瑰种
植，户均增收1500余元。

这只是新津区对口帮扶小金
县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在教育
帮扶、医疗帮扶、就业帮扶、人才
帮扶等领域，新津区同样扛起责
任，积极帮助小金县全面打赢精
准脱贫攻坚硬仗。他们先后派出
149名援助干部，实施76个对口
帮扶项目，累计投入5826万元财
政帮扶资金，引入1800余万元社
会投资，推动“津金同心·携手奔
康”不断取得新成效，协助小金县
于2019年4月28日获批退出贫
困县序列。

“新津区的帮扶让村民实现了
增收致富，集体经济也得到了较快
发展，让我们大山里的村民的日子
过得更温暖了。”站在海拔3000米
高的村委会院坝里，小金县宅垄乡
波罗村村支书李光全说。

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新津
区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新津区对
口帮扶小金县工作队副领队周振
林介绍，新津将继续培育特色产
业，壮大集体经济，带动产业升
级、农民增收；助推小金教育提
质，改善医疗水平，实施多元帮
扶；推动“天府农博+区域品牌”
合作战略，逐渐补齐发展短板，助
力小金人民向着更美好的生活
奔跑。

小桥流水人家，回廊老树新花。这诗
意的村庄，不在江南，而在甘南。

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
冶力关镇著名景点天池冶海旅游沿线，
有一个易地搬迁村——池沟村。244户
1073人的池沟村曾是一个贫困村，于
2018年底实现整村脱贫。其乡村旅游扶
贫模式，被列入 2018 世界旅游减贫
案例。

村民王定业有绘画天赋，曾经是贫困
户，现在靠彩绘已脱贫，居住在200多平
方米的新房里，村里街道两边的文化墙上
都留下了他的画作。

这样充满文艺气息的扶贫故事，发生
在池沟村里，显得那么理所当然，因为这
里是中国作家协会的扶贫点。挂职池沟
村第一书记、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翟民告
诉经济日报记者，池沟村曾荣获“全国旅
游小康村”“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人均
纯收入从2011年的不足2000元，提高到
如今的4500元。

不只是池沟村，整个临潭县的文旅资
源禀赋都十分突出。临潭位于青藏高原
东北边缘，有汉、回等15个民族，气候温
暖湿润，山水秀美，是农区与牧区的接合
部，孕育出了灿烂辉煌的文明。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在临潭县挂职
副县长的王志祥介绍，中国作家协会自上
世纪90年代对口帮扶临潭县以来，充分
发挥自身优势，不断加大文化扶贫工作力
度，使得这片本就拥有秀美山川与灿烂文
化的土地发展形成了有诗意、有底蕴的文
旅产业，帮助当地村民脱贫致富。

临潭县总人口16.12万人，曾属全国

“三区三州”和甘肃省“两州一县”深度贫
困县。2013年建档立卡工作之初，全县
共识别出建档立卡贫困户1.25万户4.99
万人。7年来，临潭县坚持把脱贫攻坚作
为首要政治任务与第一民生工程来抓，于
今年2月退出贫困县序列，脱贫攻坚取得
决定性胜利。

目前，临潭县共有各类文化旅游企业
162家，星级饭店3家，农家乐（民宿）500
多家，旅游队伍不断壮大，旅游从业人数
达4500多人，年收入10万元以上的农家
乐有80多户，5万元以上的有150多户，
带动 1000 户贫困户户均增收 3000 元
以上。

特别是旅游资源好、发展条件优的冶
力关镇、八角镇、城关镇等乡镇不少贫困
户通过开办农家乐、打造精品民宿、经营
马队、售卖土特产、跑运输、搞种植、到旅
游企业打工就业等多种形式走上了旅游
致富路、过上了好日子，越来越多贫困户
参与到旅游产业中来，享受到了旅游发展
带来的政策“红利”。

在临潭县古战镇46号农家乐里，女
主人告诉记者，每到节假日，她家能接待
十来桌客人，一天的流水有两三千元。

不只是通过帮助发展文旅产业来扶
贫，中国作协还坚持“以文化润心、以
文学提神”，在派出帮扶干部、积极援助
资金的同时，倾力开展“文化扶贫”工
程，文学队伍建设卓有成效，文学作品
层出不穷。

临潭县先后培育出中国作协会员5
名，甘肃省作协会员38名，甘南州作协会
员104名，创作了80多部深刻反映时代
精神和人民呼声的优秀文学作品，今年秋
天还被中华文学基金会授予“中国文学之
乡”称号。

临潭县委书记高晓东表示，临潭县在
落实精准脱贫多项措施的同时，注重挖掘
和宣传临潭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和旅游文
化，多措并举着力推进文化扶贫，在扶贫
与扶志、扶智相结合上下了很大功夫，真
正让文化成为推动广大人民群众脱贫致
富奔小康的强大精神动力；未来将充分放
大“文学之乡”的品牌影响力，把这一文化
殊荣转变为发展优势，为大幅提升全县文
化软实力、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供强
大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风光秀美的临潭县天池冶海景区。 本报记者 佘惠敏摄

四川小金县：

津金同心奔小康
本报记者 钟华林 中国县域经济报记者 戚 原

“在家门口上班与外出打工
挣得差不多，还可照顾家里93岁
的老人。”46岁的覃月平是广西
南宁市马山县白山镇贫困户，在
广西天涌山泉水有限公司当装箱
工，每个月可以挣2400元。覃月
平能够顺利在家门口就业，归功
于天涌山泉水公司一条产能
15000瓶/小时瓶装水生产线的
建成。

此前，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
投入扶贫资金100万元，白山镇
内学村集体投入185万元，这两
笔“天使投资”加速了该项目
上马。

“马山县自然环境优美，地下
水源充足，水质很好，加上之前又
有桶装水生产经验，便共同投建
了这个瓶装水项目。”东风援桂工
作队队长、马山县副县长刘宏涛
告诉记者，在这家水厂，与覃月平
一样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共有
13名，目前这条生产线已惠及47
户贫困家庭。

这只是东风日产在马山县的
产业扶贫项目之一。他们立足马
山县资源禀赋，以市场为导向，筛
选出部分具有本地特色的农特产
品；同时，按照“一入二扶三变”的
思路，将扶贫资金通过入股公司
或合作社扶持壮大特色产业和培
育村级集体经济；并采取资源变
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的
方式，先后建成东风羊栏、东风牛

栏等特色产业基地，引导帮助贫
困户通过入股、务工、土地流转和
分红实现稳定增收。

“东风日产作为东风公司帮
扶南宁市马山县的‘助攻单位’，
将脱贫攻坚作为央企履行社会责
任的重要举措抓实抓好，探索出
可造血、可复制、可持续的‘1+3+
N’的全价值链精准扶贫长效机
制。”东风汽车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党委书
记赵书良解释，“1”指发展精准
的产业扶贫项目，“3”指公司、基
层、员工三级消费扶贫，“N”指创
新扶贫思路。

此外，东风日产还创新扶贫
思路，带动供应商、经销商及车主
等全价值链上的关联方加入扶贫
队伍。

“目前，我们已累计投入
2200余万元，打造出多个具有地
域特色的农特产品品牌，孵化和
扶持4个大的产业项目，通过采
购当地农特产品，吸引贫困户就
业，带动169户653名贫困人口
脱贫致富，年人均收入增长2800
元以上，全面实现脱贫摘帽。”东
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
理、东风汽车有限公司副总裁、东
风日产乘用车公司副总经理陈昊
表示，下一步，还要按照“输血、造
血、扶智、扶志”的思路，培育脱困
群众内生发展动力，帮助提升自
我发展能力。

图为广西天涌山泉水公司包装线。 本报记者 杨忠阳摄

上图 近年来，吉林
白城市通过一系列举措
累计新增耕地约125万
亩，成为全省水稻生产
第一大市。

新华社记者
张 楠摄

左图 第一书记代
言官方直播现场。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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