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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

本版编辑 王薇薇 向 萌

开在广东梅州市蕉岭县东岭村依
山傍水的特色民宿，预订电话源源不
断。2019年3月底以来，这里接待游客
人数已达26.3万人次……东岭村因发
展红色旅游、特色民宿、林下经济入选
全国脱贫攻坚典型村。

这样一个脱贫典型村，到底有什么
脱贫秘诀？日前，记者深入广州市南沙
区对口帮扶的梅州市蕉岭县、平远县等
地，记录下当地在脱贫攻坚收官战中产
业扶贫的新探索。

蕉岭县鹤湖村结合当地实际联合
发展特色养鸡产业，建起了辣椒种植
基地，每天都有100多个菜农忙着采
摘辣椒，在小辣椒的带动下，去年该

村60户贫困户121人全部达到脱贫标
准，其中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人均可
支配收入达1.7万元；象岭村因地制宜
建立丝苗米种植示范基地，富硒稻米
销售顺畅；下南村盘活18亩百香果基
地，引进农业企业种植蔬菜瓜果……
一村一品，每个村都有自己的特色
产业。

在对口帮扶过程中，南沙区与蕉
岭县探索了“突出本地特色、增强输
血造血、建立长效机制”的蕉岭县脱
贫思路。充分发挥蕉岭县“世界长寿
之乡”品牌和富硒资源的优势，村村
联动打造致富路。

每天茶余饭后，广东省梅州市平远

县三达村村民谢远扬都会上一趟山，花
1小时除草、观察灵芝长势。靠着这朵
朵林下生长的“不老灵药”，谢远扬家添
了新家具，修了旧房子，日子越过越
好。如今，他还承担了村里的灵芝种植
指导工作。“很满意，不后悔！”谈及目前
的生活，谢远扬一脸满足。

林下灵芝是三达村的“致富武
器”。在南沙区城管局派驻三达村的驻
村第一书记杨晴的带领下，三达村于
2019 年开始发展林下经济。短短一
年，林下灵芝已经给村里带来了10万
元利润，其中有6万元直接分红给贫困
户。杨晴告诉记者，三达村下一步将
做好灵芝茶等系列灵芝产品的深加

工，依托产旺三达农业专业合作社做
好产品推广工作，并采取多种措施做
好“三达灵芝”品牌推广。

在平远县向阳村，番石榴树已经
挂果。在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南
沙区分局派驻平远县河头镇向阳村驻
村第一书记刘鸿鹄的带领下，把南沙
区万顷沙镇的番石榴种植技术引到了
向阳村，首批引进的番石榴由合作社
集体种植，共 30 亩，并邀请万顷沙
优秀农户手把手传授番石榴种植技
术。预计明年春夏季，向阳村种植的
番石榴就能在梅州上市了。而在平远
县黄沙村，主播们正在“田头直播
间”直播蔬菜种植过程，网友们在直
播间下单后，只需静待配送中心送货
上门。

记者了解到，自广州市南沙区对口
帮扶梅州市平远县、蕉岭县以来，通过
产业扶贫方式，重点打造梅州本地区特
色产业，引进可复制的成熟扶贫产业，
将“输血式”产业扶贫向“造血式”转
变。2019年底，南沙对口帮扶梅州市蕉
岭县、平远县等省定贫困村就已脱贫摘
帽，贫困户已退出1479户394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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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捕是渔民一年当中最重要的
日子。粼粼湖面上，盈盈碧水间，一
尾尾打捞上来的鲜活优质鳙鱼活蹦
乱跳，溅起阵阵水花，在寒风中，鱼
肥人欢，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洪门
水库渔民周云华黝黑的脸上堆满笑
容。“我们洪门鳙鱼这段时间销售行
情不错，价格又高，市场很抢手。”周
云华是洪门库区的贫困户，跟鱼打
了半辈子交道，虽然风里来、雨里
去，但因为没有品牌，养鱼效益很
低，家庭收入不高，日子过得紧巴
巴的。2015年，周云华以入股形式
加入江西洪门湖生态渔业发展有限
公司，在企业帮扶下，他调整养殖结
构，主打绿色有机“洪门鳙鱼”，增加
了产量，提升了产值，收入也年年看
涨，终于摘掉了贫困帽。

推进产业扶贫，是增加贫困户
收入的“助推器”。近年来，南城县
注重挖掘比较优势，扬优特色产品，
把地标产品作为实施商标品牌战略
的重要内容，大力推进“地标”品牌
建设，着力提高地标产品在壮大扶
贫产业、增加农民收入中的占比。
全县形成壮大了麻姑茶、麻姑仙枣、
洪门鸡蛋、洪门鳙鱼、南城五黑鸡、
南城淮山等一批市场知名度高的地
标农产品，地标产品成为促进当地
农业产业发展和助力精准扶贫的

“金字招牌”。截至目前，全县认定

扶贫特色产品45个，其中地标产品
8个，累计销售收入5113.5万元。

截至目前，全县已建立各类地
标产品标准示范区46个，其中特色
产业精品农业园22个。此外，该县
积极探索，改变一家一户单打独斗
的自然经济模式，通过“地理标志+
龙头企业+贫困户”“地理标志+合
作社+贫困户”以及“地理标志+标
准化生产+贫困户”等多种方式，在
有效保护地标产品产地特性、技术
传承、质量品质的基础上，促进地标
产品与扶贫产业深度融合，推动百
姓脱贫致富。在不久前举行的
2020年江西省消费扶贫月暨第四
届江西省扶贫产品展销会中，南城
麻姑米粉、南城淮山系列产品等绿
色地标农产品成为抢手货。

用好用活地标产品，因地制宜
打造特色产业链，实现了“创一个
地标、兴一个产业、活一片经济、
富一方百姓”的兴农富民连锁效
应。麻姑仙枣是该县首个通过国家
地理标志认证的农产品，成功注册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后，该县在建昌
镇万年村、株良镇杨梅村等地建立
种植示范区，通过发展订单生产，
推行代种、代管、代收、保底分红
的“三代一分”模式，带动近百户
建档立卡贫困户走上了脱贫致
富路。

新疆喀什地区英吉沙县曾是新疆深
度贫困县之一，贫困人口多、致贫原因
杂、脱贫难度大。

近年来，英吉沙县充分利用资源优
势，发展特色种植、养殖。创新脱贫措施
推动贫困人口就业，自主创业……如今，
在新疆英吉沙县，村民们不单依靠传统
种植业脱贫增收，还学会了新技能，收入
越来越高，日子越过越好。

特色种植稳根基

英吉沙县可耕地面积45万亩，近
年来，通过提质增效、优化结构等措
施，该县大力发展蔬菜、杏子等特色种
植，农民收入稳步提升。

行走在英吉沙县芒辛镇，一座座蔬
菜拱棚有序排列。在尤喀克艾日克村拱
棚蔬菜种植基地，今年首次种植了300
棚的辣椒，采取订单种植方式，每座拱
棚产值可达4000元左右。

英吉沙县有675座温室大棚和3.5
万座拱棚，全县蔬菜种植面积8.5万亩，
主要种植白菜、豇豆、辣椒等蔬菜。英吉
沙县委副书记、县长米日姑·玉买尔介
绍，为保证蔬菜产业稳步发展与增产增
效，专门成立了县蔬菜办，对各乡镇、村

或合作社的蔬菜种植时间、品种、面积、
上市时间、预计产量等建立台账，根据成
熟时间提前对接收购、销售。

“下一步，我们将在推进蔬菜产业规
模化、产业化与提质增效、稳定带动就业
上下功夫，确保持续稳定增收，巩固来之
不易的脱贫成果。”米日姑·玉买尔说。

除了蔬菜种植，英吉沙县作为“中国
色买提杏之乡”，有着“冰山玉珠”美誉的
色买提杏一直是当地农民的致富果。

龙甫乡铁提尔巴格村村民乌尼且
木·米曼今年种了15亩杏树，卖了1万
多元，“以前不懂技术，杏子收入也就
几千元，现在不同了，杏子最高能卖到
10元一公斤”。

凭借光热资源优势，集中连片的杏
树栽植已成为农村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目前，英吉沙县杏树种植面积已达15
万亩。英吉沙县自然资源局党组副书
记、局长贺尉疆说，今年，该县投入超
1亿元大力扶持杏产业提质增效，建立
了标准化生产体系，杏子总产量超过4
万吨，比2019年提高了28%。

产业扶持增底气

近年来，英吉沙县借助色买提杏优

势，不断“筑巢引凤”，吸引了众多杏
产品深加工企业落地，新疆优乐果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一家。该公司是
集果蔬精深加工及收购、销售为一体的
重点龙头企业。“我们通过烘干、冻干
等技术，对色买提杏进行精深加工，打
开了北京、广州、上海等多地市场。”
该公司董事长王玉茜说，目前，企业年
加工量1.6万吨，年产值超1.5亿元。

如今，企业采取“农户+合作社+
订单+收购+技术指导”组合帮扶生产
经营方式，与全县102个合作社签订了
果蔬种植及产品收购合同，企业固定员
工达300余人。“公司直接带动建档立
卡贫困户1.2 万余户，户均增收1750
元。”王玉茜说。

除了龙头企业的产业扶持，布局家
门口的扶贫车间、产业园，也让越来越
多的贫困群众实现“一人一岗”稳
增收。

在英也尔乡坎特艾日克村的缝纫合
作社，阿依谢·买买提熟练地操作着缝
纫机。“我在合作社上班一年多了，工
资已经成为我家的主要收入来源。”从

“灶头”到合作社，阿依谢·买买提坚
信有稳定的工作才能过上好日子。

据悉，除了缝纫合作社，坎特艾日
克村还培育了农业养殖、种植、木工等
8个合作社，80余人通过合作社实现就
近就业。该村持续扩大项目建设，加大
就业带动力度，目前，已实现全村454
名富余劳动力就业，确保村民收入有
保障。

远近闻名的“土陶村”恰克日库
依村则依靠土陶制作这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打响品牌。去年，全村人
均收入8842元，旅游收入占人均收入
的60%。

通过开发土陶旅游项目，村里打造
各具特色的土陶产品，每年吸引大批游
客前来观赏选购。借助土陶产业，村里
建成产业园，内设榨油厂、粗粮加工
厂、蛋糕厂、馕制作厂和两个保鲜库，
辐射带动周边村富余劳动力就近就业，
促进周边经济发展。

加大培训添技能

随着脱贫攻坚战不断推进，越来越
多的农民被激活了发展动力，主动走上

增收致富道路。
25岁的阿依努尔·阿卜力孜是英吉

沙县色提力乡喀勒加克村的一名大学生
村官。在她的带领下，该村村民通过电
商售卖鲜杏实现了增收。

由于鲜杏存在难储存易腐烂等问
题，英吉沙鲜杏一直很难走向全国市
场，以前最远仅销售至喀什。“以往农
户种植大部分的杏子晾晒成杏干售卖，
每公斤只卖2元左右，收入较低。”阿
依努尔·阿卜力孜说，只有通过科学种
植、科学采摘，才能让杏子卖出好
价钱。

今年，在阿依努尔·阿卜力孜的带
动下，村民们学会了精心采摘分拣，让
杏子达到电商销售标准。“今年村里的
鲜杏一上市就卖到每公斤15元。”阿依
努尔·阿卜力孜说。

杏子卖出了好价钱，喀勒加克村里
不少村民也要开淘宝店，在网上试着售
卖自家杏子。阿依努尔·阿卜力孜说，
现在，她的主要任务是教村民拍摄网上
展示图，传授电商知识，带领他们
致富。

而在色提力乡喀勒加克村，越来越
多的村民走上了就近就地就业、创业增
收、转移就业等多元增收道路。在当地
政府和驻村工作队的帮助下，村里开启

“村级培训+”方式，培养带动创业能人
30余名，均已实现稳定增收。

村民阿布都·热合曼是就业培训的
受益者。2018 年，他学成餐饮技术
后，在县城一家牛肉面馆当面点师，实
现了稳定增收。如今，他有了新想法。

“我已经积攒了一些经营经验，存了些
钱，打算自己当老板。”

“一村一策”促增收。乔勒潘乡尤
喀克吾斯塘村为进一步激活当地村民发
展的内生动力，按照“产业特色化培
植+就业技能化输出+创业优势化推
进”思路，确保发展技能不足、资金短
缺等劳动力外出务工增收；有创业资本
和能力的村民就近就地创业增收；适合
发展产业，借力合作社或土地流转培植
产业的村民，扶重点、重点扶。同时，
为进一步提升培训实效，该村采取全员
轮训、点菜式培训等方式，根据村民自
身实际和岗位特点，相继开展“创新思
维+自主规划”内生力培训引导，惠及
当地村民5300余人次。

2016年3月我开始担任河北省南皮县乌马营
镇王庄村驻村第一书记。5年多来，1800个日日
夜夜，我感受到了脱贫工作的艰辛，也积累了不少
脱贫经验，品尝到了乡亲们脱贫增收的喜悦。

办实事，解决群众所盼。刚到村子时，进出村
子的4条道路都是土路，有的地方坑深１米多，雨
雪天根本不能行车，村里也基本没有公共文化设
施。我一次次到扶贫办、农业农村局、水务局、城
投公司、文广新局、镇政府等部门汇报情况，寻求
项目支持。2016年底，终于修通了全长1050米的
育才路，村里的孩子再也不会为出村上学发愁
了。2017年，我积极协调广东温氏集团捐助扶贫
资金 90 万元，修通了王庄村 2000 米的柏油路。
2018年至今，又在多个部门的支持下修通了3条
村级道路。修好了5条路，方便村民出行的同时，
又争取项目修建了文化广场，并多次为村文艺队
购买服装、道具等，还安装了路灯、健身器材，粉刷
村内墙壁，建起了安全饮水站，修缮了村委会办
公室。

谋发展，提高农民收益。我带领村党支部、村
两委制定了“三种三养”发展方式，养猪、羊、牛，林
下间作蔬菜、向日葵、大豆。发展养猪大户3个，
建猪棚 5 个，年出栏 4000 多头；发展养羊大户 2
个，占地40亩，存栏400多只；养牛大户2个，年存
栏80多头；发展大棚蔬菜10亩，连片植树1000亩，并在树下发展向日葵、大
豆间作，形成了当地特色农业。

我在完成组织交办扶贫任务的同时，创新开展了圆梦助学、授渔产业、
敬老助残、爱心园林等四大项目。

圆梦助学是帮扶村里每年考入重点大学的学生4名，为家境困难的小
学生联系结对帮扶；授渔产业主要动员贫困户养殖山羊、鸡、鸭、鹅、兔，自己
带货销售的同时，联系爱心企业保价回购；敬老助残是针对全村老弱病残开
展的帮扶项目；爱心园林是由县爱心协会主要成员流转本村土地1000亩，
每年每亩承包费800元，这样既增加了村民收入，又为全县的爱心志愿者及
其家属、孩子们提供了义务劳动、环保教育的平台。

几年的驻村经历让我深切感受到，百姓心里有杆秤。在百姓心里，第一
书记是党派来领他们奔小康的人，是贫困群众的贴心人。虽然王庄村已经
脱贫，但我将继续坚守岗位，为下一步的巩固提高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贡献
自己的力量。

江西南城县：

用好地标产品 打造特色产业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赖永峰赖永峰 通讯员通讯员 彭国正彭国正

新疆优乐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员工正在给产品进行包装。
本报记者 耿丹丹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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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辽源市东辽县供电中心共产党员服务队在西安区消费扶贫专馆
前解决用电问题。日前，该地区遭遇罕见恶劣天气，东辽县供电中心紧急启
动应急预案，密切监控电网运行状况，确保脱贫工作正常运行。

李亚楠摄（中经视觉）

保供电 助脱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