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全国代印城市：北京 、上海 、天津 、杭州 、金华 、宁波 、福州 、南京 、济南 、武汉 、西安 、成都 、郑州 、哈尔滨 、长沙 、贵阳 、广州 、南昌 、重庆 、合肥 、兰州 、银川 、昆明 、南宁 、沈阳 、长春 、太原 、石家庄 、乌鲁木齐 、呼和浩特 、海口 、拉萨 、西宁 、青岛 、喀什 、无锡 、徐州 、台州

2018 年 8 月 10 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刘梦妮

4 版

新华社记者王正忠、王圣志、刘美子、姜刚

巍巍大别山，绵延千里，林木蓊翳，山花烂漫。
这座英雄之山，迎来了一个重要时刻：2018 年 8

月 8 日，经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准，位于大别山腹地的安
徽省岳西县退出贫困县序列！

让老区人民过上好日子！这是共产党人的庄严承
诺！30 年来，8 任省委书记对点帮扶，数千名扶贫干部
下沉一线，与四十万岳西儿女一起，向贫困宣战！

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这是一场绿色发展的
深刻变革！三变改革、产业扶贫、光伏兴农……十八大
以来，国家实施精准扶贫政策，这个大别山区贫困人口
最多、贫困面积最大、贫困程度最深的县份之一，创新
发展，书写了中国反贫困战场上的“岳西样本”！

让老区人民过上好日子，这是共产

党人的夙愿

岳西县山壑纵横，“八山一水一分田”，1985 年被
列为首批国家重点贫困县。全县绝对贫困人口 24 . 7
万人，约占总人口的七成。

“出门便爬坡，吃粮靠肩驼，农闲背被儿，男儿难娶
婆。”这首流传了半个世纪的民谣，倾诉着当年的辛酸。

1998 年 1 月 8 日，深冬的青天乡老鸭村一如往日
的萧条。时任安徽省委书记卢荣景杵个拐杖，顺着泥泞
的山路走进村里，映入眼帘的是：多数农民住的是漏风
屋、睡的是稻草铺，家里缺衣少食……老书记眼圈红
了。

临走时他留下一句话，“对不起老区人民啊”。一年
后，一条 4 . 3 公里的三级公路通到了老鸭村。

在中国反贫困史上，或许没有哪里像岳西一样，从
1989 年开始，连续 8 任省委书记将岳西作为对口扶贫
点。2014 年以来，先后选派 245 名党员干部下派到村
任职，全县 182个村实现对口帮扶全覆盖，各级财政投
入扶持资金 68 . 2 亿元，全力改善民生。

白帽镇南庄村是大别山腹地的一个深度贫困村，
却有着岳西县林业局副局长查道恒的诗和远方。

30 年前，查道恒曾在南庄工作过，“这里的群众太
苦了，他们不脱贫我死不瞑目啊！”2017 年，临近退休
的他主动要求回到南庄当扶贫队长，只为圆一个刻在
心底的梦。

老查知道，要拔掉“穷根”，必须因户施策、精准滴
灌。在村民们的印象中，58 岁的他整天走村串户，似乎
不知疲惫。

这一年，村里路通了；这一年，老查对山村里的
6000 多亩油茶进行改造，村集体建成了 630 亩高标准
油茶，每亩油茶收入达 8000 多元。南庄有了长效的产
业支撑，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了。

站在村口，放眼望去，是漫山的茶林。“油茶花，一
年开一两次，花开时，满山是香，白得像雪一样。”老查
指着茶林开怀大笑。

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创新

发展的“岳西样本”

又到了构树收割的季节。当清晨的阳光刚刚唤醒
山间的草木，五河镇叶河村村民王焰发已经忙活开了。

自然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达 76 . 1%，被专家称
作“物种基因库”的岳西，是江淮流域皖河、淠河等水系
重要发源地，也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然而，山区地势高洼不平，长期以来，五河镇的百
姓种粮只能靠天收，4 万亩山地成片撂荒。

2012 年，五河镇叶河村率先通过“公司+合作社+
农户”模式发展杂交构树产业，农户以土地入股，山场
流转后，企业无偿发放种苗给贫困户种植，并提供技术
指导。

“这是中科院的专家利用传统杂交育种方式培育
出来的树种，上过太空，耐干旱、耐贫瘠，适合山区种
植，周期短，一年可收四茬，一亩一年纯收益在 3000
块。”王焰发将家中两亩地改种构树，当年就实现脱贫。

荒山变青山，旧貌换新颜，一副生机盎然的绿色
画卷在沉寂了几十年的红土地上缓缓展开。

构树、油茶、中药材等 84 万亩特色农林业产业，
在助力岳西稳定脱贫的同时，更发挥着生态修复功
能。

善谋者胜，远谋者兴。“生态保护与生态开发并
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秉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
念，始终是岳西实施精准脱贫的生命线。”岳西县委
书记周东明说。

拔“穷根”、摘穷帽，不仅要有破釜沉舟的决心，
更要有探索革新的勇气。

精准脱贫的突破口在哪？安徽省委办公厅下派
干部郭逢春骑着摩托车，跑遍了村里的沟沟坎坎。

以“三变”改革撬动产业脱贫杠杆！郭逢春瞄准
了红心猕猴桃产业，而当时梓树村集体资金几乎为
零，很多人打起退堂鼓。

“没钱也要干！”郭逢春一边通过贫困户入股、合
作社出资等市场化的方式筹措资金，一边将各类扶
贫资金进行“拼盘”，投入产业发展中，建成 300 亩高
标准红心猕猴桃基地，再量化成股份，形成贫困户户
均 1 亩的产业格局，老百姓可以获得土地流转、合作
社务工和股份分红三项收入。

古树之下，眺望村庄，硕果累累的猕猴桃园与错
落有致的新居，绘成一幅崭新的山村画卷。

从“穷山恶水”到宜居乐土，岳西城乡面貌日新
月异。

——— 人居环境明显改善。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危
房改造、退宅还耕三种举措，全县农村楼房率达
96% 以上。

——— 群众收入大幅提高。2017 年，岳西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10553 元，较 2014 年增长 31 .9%。

——— 城乡面貌发生巨变。民生工程四年累计投
入资金 39 . 22 亿元，实施农村道路畅通工程 2053
公里，组级路硬化率 95% 以上，安全饮水实现全覆
盖。

——— 争先创优热情高涨。近年来，全县先后荣获
全国财政管理工作先进典型县、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
旅游示范县、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县、全国重点产茶县、
国家级生态县、中国名茶之乡、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
乡等多种称号。

浸润红色基因的大别山精神，在脱

贫攻坚中熠熠生辉

顺着石阶拾级而上，一座高 13 . 5 米的革命烈士
纪念碑，耸立于岳西县城南的大别山烈士陵园内，掩
映在苍松翠柏间，寓意 13 . 5 万长眠于大别山区的英
雄儿女。

自强不息、勇当前锋的大别山精神在这片红土地
深植、沿袭。

红土地上，有人起早贪黑，有人勇闯新路，大家众
志成城，共同的目标就是摆脱贫困。

“从小我印象里，家乡就一个字——— 穷。每年稻谷
收割的前三个月，很多村民都要出去借粮吃”，贫困日
子让 43 岁的王泽汉刻骨铭心。

一定要带领乡亲甩掉头上的“穷帽子”！2012 年，
他辞去在外务工企业年薪 60 多万的管理职位，拿出
自己的全部积蓄，回乡创办了菖蒲镇岩河村最大的“扶
贫工厂”——— 海创饰品。经过几年经营，企业年产值达
到 2200 万元，年利润近 200 万元。

“厂里有 21 名贫困人员，月工资在 3000 元以上，
现在有六七户买上了小汽车！”谈及变化，王泽汉满脸
自豪。

一桩桩脱贫奋斗、创业致富的故事背后，老百姓
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日益提升，信心与信念不断增强。

蓝图变现实，愿景变实景。在大别山精神指引下，
岳西贫困人口从 2014 年 110473 人下降到当前 3500
人，贫困发生率仅为 0 . 967%。

饱经风霜的大别山，走进了一个新的时代！
据新华社合肥 8 月 9 日电

8 任省委书记对点帮扶，让老区人民过上好日子
大别山腹地安徽省岳西县脱贫摘帽纪实

本报记者柳昌林、赵叶苹、赵颖全

龙头企业带动、金融信贷助推、合作社培育……过
去一年多来，国家级贫困县海南省临高县把产业发展
作为脱贫攻坚的主攻方向，成功探索出适应当地发展
的产业扶贫模式，增强了从源头“拔穷根”的能力。

企业参与产业扶贫

到 2016 年底，临高县尚有贫困人口 6726 户 30147
人，贫困发生率为 8 . 42%。临高县扶贫办副主任吕蒜女
告诉记者，给钱给物变相补贴的扶贫方式，短时内使贫
困户脱贫容易，但返贫同样很快。临高 2017 年人均产
业扶贫资金 6000 元，如果将这笔钱发给贫困户自行买
苗买种搞生产，农业产业风险大，单家独户难成规模。

2017 年初，临高县决定走产业扶贫之路。“搞产业
扶贫，企业是对市场反应最灵敏的主体。”临高县委书
记李江华说，请企业参与产业扶贫，就是让“专业的人
做专业的事”。本着风险可控、回报稳定、收益可持续原
则，专业合作社将拨给贫困户的产业扶贫资金，以资金
委托运营的形式参与项目运作，企业负责生产销售，每
年给贫困户按投入资金的比例分红，参与劳作的贫困
群众还可得到一份工资收入，合同到期后，产业扶贫资
金全额返还贫困户。“这种合作模式，从根本上破解了
贫困户单家独户经营分散、管理粗放、收益不稳、资金
利用绩效不高的问题。”吕蒜女说。

截至目前，全县成规模的重点产业和专业合作社
生产基地有 28个，产业组织化程度达 84%，位居全省
前列，辐射带动贫困户 4223 户 18483 人。

金融保险护航扶贫产业

在推进产业扶贫过程中，临高注重加大金融扶持

力度，以金融资金撬动脱贫攻坚杠杆；充分运用保险
杠杆，帮助企业规避产业风险，扶贫产业发展呈现
“风险共担、合作共赢”的特点。

临高将渔业作为产业扶贫主战场，2017 年 5
月，县政府与临高最大的深水网箱养殖公司——— 海
丰养殖发展有限公司合作，启动“深水网箱养殖”，在
北部湾牧场上为贫困户建起“海上银行”，成为全省
带动贫困人口数量最多的产业扶贫项目。

海丰公司负责人黄达灵说，临高 9个镇、1906
户贫困户将扶贫资金共 4636 . 8 万元注入公司，
2017 年深水网箱养殖喜获丰收，每个贫困人口可获
得 900 元的收益分红，共分红 695 . 5 万元。公司还
向贫困户提供就业岗位。在养殖场工作的贫困户王
列雄、陈志东等人告诉记者，他们每月能拿到三四千
元工资。

“表面上看，贫困户‘旱涝保收’，政府将产业发展
风险都甩给企业，实际并非如此，政府主要通过金融
手段，帮助企业规避发展风险。”黄达灵说。

临高创新扶贫保险模式，建立健全扶贫项目风
险防范机制，经营风险由政府、企业、银行、保险机构
共同分担，有力保障贫困群众和企业权益。

具体做法是加强与保险机构合作，加大财政
补贴力度，为产品扶贫重点项目和贫困群众生产
的大宗农产品投保，如县政府与人保公司、中信期
货公司签订了《临高县“保险+期货”扶贫项目合作
框架协议》，为全县 78 个村委会 2048 户贫困户的
天然橡胶保价增收；对深水网箱养殖扶贫项目投
保的保费给予 80% 的财政补贴，降低扶贫资金的
风险。

产业扶贫推动农民脱贫、农业发展

创新产业发展与脱贫攻坚有机结合的扶贫模

式，不仅助推临高顺利完成年度扶贫任务，还实现农
业产业快速发展。

去年临高完成 5515 户 25199 人脱贫退出，贫困
发生率由 8 . 42% 降至 1 . 38%。全县农业产业发展实现
了几个全省第一：全省最大的香蕉种植县、最大的蜜
柚种植县、最大的凤梨种植县，以及亚洲最大的深海
网箱养殖基地，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奠定了坚实的产业
基础。

一批立足各镇村资源禀赋精准甄选培育的特色
产业，也成为带动贫困户脱贫的一支支“劲旅”。比如，
道灶村马袅海鸭养殖、布佛村果子狸养殖、罗忱村竹
狸养殖、凤雅村百香果种植、多郎村高山香菊种
植……这些特色产业带动村庄贫困户成批脱贫。

风雅村党支部书记王峻嵘说，“死守传统产业已行
不通，必须引导百姓发展市场前景好的新产业，做好
‘一村一品’文章。要让贫困群众永续脱贫，就得靠产业
支撑。去年参与百香果种植的 34 户贫困户全部脱贫，
全村有 60 户贫困户脱贫。”

多文镇多郎村入股高山香菊种植的 45 户贫困户
也顺利摘掉“贫困帽”。45 户贫困户成立合作社，与临
高方庄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签订 3 年合作协议，村里为
公司提供 130 亩土地种植高山香菊，委托公司运营 45
户贫困户的产业扶贫资金，每年支付贫困户入股资金
的 15% 作为分红，并优先聘用贫困群众在基地务工，
支付 90 元/日劳务费，合同到期后，公司全额退还产
业扶贫资金。

“说实在话，如果将每人 6000 元的产业扶贫资金
发给贫困户，大家除了传统种、养，想不到更好的办
法。”多文镇多郎村党支部副书记王燕利坦承。王燕利
说，在这场合作中，贫困户不用承担投资风险、农产品
市场风险、农业自然风险，每年稳赚分红，还能获得接
触新产业、面对市场的机会。“政府手把手教我们‘养
鱼’，这是培训我们成为新农民的最好办法。”

主攻产业发展，从源头“拔穷根”
国家级贫困县海南省临高县的产业扶贫探索

据新华社太原 8 月 9 日电
(记者王飞航)位于吕梁山腹地的
柳林县煤炭资源丰富，是一个“富
裕的贫困县”，柳林县近年来将产
业扶贫作为脱贫攻坚的根本之
策，通过企业帮扶、农业产业化等
措施筑牢脱贫基础，因村施计、因
户施策，稳步推进脱贫工作。

以“煤”补农促增收

柳林县是山西产煤大县，由
于“县富民穷”，贫富差距过大，柳
林县多年来一直戴着贫困县的帽
子。2014 年，柳林县共识别出建
档立卡贫困村 52 个，贫困人口
10768 户 33175 人。通过“攻坚拔
寨”，柳林县 2016 年有 14个贫困
村实现摘帽，7482 人脱贫。

柳林县委书记郝继平说，为
了发挥柳林县煤炭企业多、规模
大、实力强的优势，去年以来动员
全县规模以上企业实施了“四个
一”工程，即一户企业结对帮扶一
个贫困村，解决一批适龄就业人
员，兴办一项社会公益事业。

柳林县石西乡上庄村是一个
典型的农业村，人均耕地只有 2
亩多，村民过去的收入来源主要
是外出务工以及种植玉米、土豆
等传统作物。贫困户王永成说：
“去年在政府的帮扶下，我在附近
煤矿找了一份工作，每月收入
3000 多元，一下就脱了贫。”

产业富民稳脱贫

除了煤炭，柳林县红枣资源
也很丰富，全县农民人均 1 亩枣
树。前些年由于挖煤来钱快，当地
政府对红枣产业重视不够，导致
红枣产业发展缓慢。

柳林县通过深入调研考察，寻找红枣产业化发
展的科学路径。“不能只做‘黑’(煤)县长，还要做‘红’
(枣)县长。”柳林县县长刘惠民说。

盛夏时节，柳林县三交镇漫山遍野都是葱茏茂
盛的枣树林。“施的都是农家肥，覆盖宽地膜，既保墒
又除虫，绿色食品能卖出好价钱！”三交镇枣农刘红霞
算了一笔账，枣林亩均收入 3000 元，还有林下间作农
作物，“二层楼”的种植模式，每亩收入不低于 4000
元。“枣树如今是俺们的‘摇钱树’，加上间作的瓜菜，富
裕日子不用愁。”三交镇堡则村贫困户冯明栋说。

“跟踪”扶持固成效

结合贫困村发展实际，柳林县启动了产业、就
业、教育、生态等十大脱贫攻坚工程，进行精准帮扶。

柳林县高家沟乡穆家凹村近年来把发展食用菌
产业作为带动贫困户增收脱贫的重要举措。然而，在
食用菌产业发展起来之后，蘑菇销售难、利润低，影
响了村民的种植积极性。如今，乡村干部、驻村工作
队、第一书记积极充当起蘑菇销售员，他们通过微信
平台，帮助贫困户推销蘑菇。在多方努力下，穆家凹
村的蘑菇已经在柳林县多个小区打开了市场。

“今年我们要对过去几年的脱贫户进行重点巩
固，对尚未脱贫的 613 户 1778 人精准帮扶，对返贫
和新增的贫困户给予重点扶持，全力遏制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现象。通过对脱贫村、脱贫户的巩固和帮
扶，实现稳步脱贫并逐步达到富裕。”郝继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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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9 日，在贵州省榕江县古
州镇三宝侗寨，杨玲在贵州娘美布彩
印染坊查看手织布印染质量。

今年 38 岁的侗族妇女杨玲，家住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
古州镇三宝侗寨。初中毕业后在贵阳
打工期间，她看到民族土布很受游客
喜爱，于是回到家里自办土布小作坊。

在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资金后，2015
年，杨玲创办了贵州娘美布彩印染坊，
改良当地侗族织布机以及布料，融入
时尚生活理念进行产品创意设计，开
发出服饰和家居用品等，产品远销北
京、上海、广州等地以及法国、意大利、
英国等国家。杨玲创办的印染坊带动
村里及周边村寨的 1300 多名乡亲实
现居家就业，在传承民族传统手工技
艺的同时，帮助当地村民共同脱贫致
富。 新华社发（杨成利摄）

多彩侗族土布

织出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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