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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长春 10 月 7 日电(记者段续)秋收时节，吉
林省通榆县的许多乡镇里一片红彤彤的喜庆景象，收
获的红辣椒堆满了院落和晒场，空气中弥漫着辛香，烘
托着丰收的喜悦。在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火红的辣椒正
成为脱贫的好帮手，让贫困户的日子红火起来。

“一亩辣椒能收入三四千元，鲜辣椒每年的价格稳
定在 1 元左右，脱贫致富就靠它。”瞻榆镇农民孟庆榆
说。孟庆榆在房前屋后种上红辣椒，还承包了 2 公顷土
地。他说：“去年在扶贫资金的支持下盖起砖瓦房，从收
成看，估摸着今年就能脱贫。”

东北人并不嗜辣，但为何通榆的乡镇里几乎家家
户户种辣椒？

“通榆县盐碱地多，地广人稀，气候干旱且风沙大，
但这样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刚好适合红辣椒生长，辣椒
口感好。”通榆县天意农产品经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于海娟说，“我们把辣椒加工销售到全国各地，有的销
售到韩国、日本，制成辣酱，很受欢迎。”

于海娟是通榆有名的“辣椒王”。她从辣椒种植做
起，如今经营着县里最大的辣椒收购加工企业。2017
年，公司与 3830 户贫困户签订了种植合同，贫困户每
亩获利 4500 多元。

“辣椒苗、农资和地膜都有补助资金支持，企业保
底收购，咱只要肯干出力就能脱贫。”鸿兴镇绿化村 69
岁贫困户王洪喜说。老王掰着指头算着账：除却 1 亩地
的成本 1500 元，保守估计也能赚 3000 多元，“比原来
种玉米多赚一倍多”。

别看通榆家家户户种辣椒，可就在十几年前推广
辣椒种植时，县里乡里遇到了不小的难题。一方面，种
玉米是农民多年来的习惯，虽然产量低但省心省力；另
一方面，种辣椒需要一定技术，农民们思想保守，开始

并不认可。
“先动员一户，一户带动一村。”绿化村村委会主任

李长江说。通榆发动村镇里的党员、致富带头人率先种
起辣椒，联合农技和企业对村民进行培训，在群众中推
广开来。农民看到了效益，逐渐开始跟上学习、种植。

产量逐渐上升，通榆利用公司加农户的措施，政
府和企业组织专业队伍对贫困户进行栽苗、浇灌、采
摘等全过程服务，签订购销合同。对失能和体弱的贫
困户，实行庭院反租、资金补助等办法，年底按比例分
红。2017 年，贫困户户均增收 1 万元以上。

除了种地，贫困户还有劳务收入。红辣椒加工生产
过程中需要将辣椒柄去除，人工费用每斤 2 角钱左右，
每人每天能摘 1000 斤左右，一天一结账。“每天收入
150 元，一个月下来也能赚四千多元，生活更有奔头！”
王洪喜说。

这里的村民不嗜辣，为何家家种辣椒
火红的辣椒成为吉林“国贫县”通榆脱贫的好帮手，让贫困户的日子红火起来

新华社南宁 10 月 7 日电(记者何伟)广西集“老、
少、边、山、穷”于一体，是全国脱贫攻坚主战场之一。
2012 年至 2017 年，广西减少贫困人口 704 万人，年均
减贫逾 117 万人。目前，还有 267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当地广大干部群众正围绕“精准”二字，聚焦深度贫困地
区，全面提高脱贫质量，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下好“绣花”功夫 做好“精准”文章

“核心是精准，关键在落实，确保可持续。”广西壮
族自治区把脱贫攻坚作为最大的政治责任和第一民生
工程，举全区之力、用非常之举，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近日，记者在广西苍梧县“老乡家园”石桥集中安置
小区，遇见正在装修新房的旺甫镇胜坡村贫困户黄梓
新，他兴奋地对记者说：“过段时间装修好了就可搬迁入
住，附近的玩具厂正在招工，我和爱人计划去报名。”

为解决后续产业问题，在当地政府大力支持下，黄
梓新从县农信社获得小额信用贷款 5 万元加入了一家
合作社，一年可分红 4000 元。黄梓新所说的玩具厂，就

是位于县扶贫产业园的招商引资重点项目——— 联志亿
套玩具生产项目，离石桥集中安置小区只有几百米，目
前厂房建设等已经完成，不久即将投产，可提供约
3000 个就业岗位，每人月工资 2600 元— 4700 元，帮
助安置小区贫困户在家门口就业。

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扶贫办主任蒋家柏说，广西
围绕“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做好脱贫攻坚
路线图设计，下“绣花”功夫做好“精准”文章，把精准贯
穿于识贫、扶贫、脱贫全过程，把钱真正用到刀刃上，真
正发挥“拔穷根”的作用。

为确保脱贫质量，广西实施最严格的考核评估，建
立了督查暗访、协调和通报“三项制度”。2016 年 7 月
开始，广西成立 2 个脱贫攻坚督查组，每周不打招呼、
定期开展督查暗访，并进行“红黑榜”通报。两年多来，
数十个单位和县(市、区)被“黑榜”通报。

经国家统计局核定，2016 年广西 111 万贫困人口
脱贫，脱贫人数排全国第一位；2017 年，广西减少贫困
人口 95 万人，贫困发生率从 7 . 9% 下降到 5 . 7%。在省
级党委和政府扶贫成效考核中，广西连续两年被评为

全国 8 个“综合评价好”的省区之一。

产业扶贫“换穷业” 易地搬迁“挪穷窝”

产业扶贫是确保贫困户稳定脱贫的根本手段。自
治区扶贫办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杨宏博说：“目前全区
贫困户中产业覆盖率为 75%，我们的目标是实现全覆
盖，确保户户有增收项目、人人有脱贫门路。”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龙州县水口镇共和村那板
屯，每天早上 8 点多，贫困户农祖明开着摩托三轮车到
水口互市贸易区拉货，一天多则能挣 160 元-200 元，
少则收入 70 元-80 元。

农祖明 2015 年开始做边贸生意，他爱人第二年也
加入进来。靠参与边贸，他家去年收入四五万元。目前
脱贫的农祖明已成为村屯致富带头人。

崇左市委常委、龙州县委书记秦昆说，目前全县 2
万多人从事边境贸易，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占四分之
一，边贸扶贫有效助力边民脱贫致富。

针对“一方水土难养活一方人”的地区，广西坚持
搬迁与发展并重，着力加强产业配套和就业安置。在贵
港市港北区移民安置小区“老乡家园”，记者看到几栋
崭新的楼房，还配套建设“扶贫车间”，并将 13 . 6 亩菜
地划分为 290 份“微田园”给移民搬迁贫困户种菜，解
决他们的“菜篮子”问题。来自港北区奇石乡的 51 岁贫
困户曾凤丽说：“不用出远门，在家门口就业，熟练后一
天能织上百双手套，差不多挣 50 块钱。”

贵港市港北区水库移民工作管理局局长陆色燕
说：“移民搬迁后，还解决贫困户就业和吃菜等问题，
真正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粤桂扶贫协作成效明显

同饮珠江水，两广一家亲。在脱贫攻坚道路上，
粤桂携手前行，堪称东西部扶贫协作的典范。

广东江门市对口帮扶广西龙州县，为龙州北部
湾现代农业有限公司提供 1000 万元援助款，资助贫
困户从公司购买食用菌棒、建立专业合作社。公司副
总经理陈元鹏说，公司目前有 240 多名员工，其中近
一半是当地贫困户，从事食用菌生产、银耳种植和后
续深加工等。来自下冻镇春秀村的贫困户蒙彩桃说，
公司离家只有 5 公里，现在每月收入 3200 元，还能
照顾老人和孩子。

2017 年，广东省新增江门、肇庆、湛江、茂名 4
市所辖县(区)帮扶广西 16 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
点县(片区县)，实现对广西 33 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
重点县(片区县)结对帮扶全覆盖。

杨宏博表示，2017 年以来，广西与广东企业签
约合作的项目累计达 1793 个，总投资额 3942 . 9 亿
元，累计到位资金 3873 . 3 亿元。同时，粤桂劳务协
作已实现精准对接。据统计，广东吸纳广西劳务人员
超过 450 万人次，有组织地从贫困县吸纳劳动力超
过 15 万人次，务工人员年人均纯收入 1 . 2 万元。

从一方水土难养活一方人到人人有脱贫门路
广西精准发力“拔穷根”，2012 年至 2017 年年均减贫 117 万人

新华社兰州 10 月 7 日
电(记者王铭禹)金秋时节，
地处甘肃省长江流域的宕昌
县秋高气爽，景色宜人，引
得众多游客纷至沓来。天刚
微亮，村民闵春平便趁早赶
赴集市添置餐具、采购食
材，为经营的农家乐做准
备。

“国庆期间，我们平均每
天能接待十五六桌客人，收
入好几千元。”闵春平说，“这
比过去常年在外打工强多
了，在家门口就能奔小康。”

闵春平是甘肃省宕昌县
哈达铺镇玉岗村人。这里除
了有优美的自然风光外，更
是我国著名的红色革命纪念
地，被誉为红军长征途中的
“加油站”。

1935 年 9 月，党中央率
领红一方面军攻克天险腊子
口到达哈达铺时，正处在艰
难时刻。当时的哈达铺是川
甘交界的商贸重镇，又恰逢
粮食、药材丰收，红军在这里
及时得到了粮食、药品和相
当数量的兵源补充，为长征
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哈达铺镇镇长王永刚介
绍，哈达铺长征遗址是甘肃
省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
的革命纪念地之一。去年 9
月兰渝铁路开通后，哈达铺
成为重要节点，当年游客就
迎来爆发式增长，旅游人数
达到 80 万人次，今年年内有
望突破百万人次。

近年来，宕昌县整合各
类资金，扶持带动能力强的
红色旅游项目，不断开发红
色旅游产品，鼓励群众开办
农家乐、农家客栈，并按餐
桌、床位数量给予相应补贴，
带动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记者近日走访哈达铺时
看到，镇区一侧的红军长征
一条街上，当年红军居住、办
公过的“义和昌”药铺、邮政
代办所等建筑被完整地保留
下来，吸引着众多游客参观。

去年 3 月，长期在外打工的闵春平回到家乡，
开办了“红军体验园”等特色农家乐。“游客在这里
可以吃红军饭、体验红军生活，既能休闲，又得到
红色教育。”闵春平说，他还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旅
游合作社，通过土地入股、资金入股、劳动服务等
方式，带动村上 20 多户农民增加收入。

在一家名为“哈达铺红军鞋”的店铺里，记者
看到，各式各样的手工布鞋摆满了货架，厚实洁白
的千层底、精巧细致的做工，让不少游客爱不释
手，不一会儿就卖出好几双。

“当年红军来的时候，乡亲们见战士缺鞋穿，
纷纷为他们做起了布鞋。”50 岁的店主高月菊说，
我从小就常听长辈们讲红军长征的故事，后来学
到了制鞋的手艺，很受欢迎。

如今，在当地政府支持下，高月菊的鞋厂已由
一间小作坊变成工厂，每年生产 2 万多双鞋。这家
鞋厂还带动周边 30 多名村民一起致富，他们大多
数是贫困户和残疾人。贫困户刘金娥利用农闲时
间在家做工，每月最高有 2800 多元工资；残疾人
杨国平通过做鞋每月也有 2000 多元稳定收入。

除了鞋之外，当地还推出了以红军为主题的
特色旅游产品，过去人们习以为常、具有乡土气
息的农家产品，正成为带动村民致富的紧俏产
品。

“下一步，我们计划把红色旅游产品形成品
牌，扩大知名度，同时探索更多新的旅游业态，让
更多农户受益。”王永刚说，红色哈达铺已经成为
当地群众宝贵的红色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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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沈阳 10 月 7 日电(记者邹明仲)今年国庆
黄金周期间，辽宁西部的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水
泉村迎来了数千名游客。伫立于水泉村的“花海观光
园”，淡淡清香扑面而来，令人心旷神怡，身心得到放
松。

“我们村打造的‘花海观光园’将观光旅游、采摘、餐
饮住宿融为一体，成了群众致富的新门路”，水泉村党支
部书记唐廷波说，“花海观光园”让村集体年收入可达
15 — 20 万元，贫困户年底可获得 2000 元分红，在景区
打工的村民，每人每年能收入 8000 多元。

水泉村的“花海”面积 500 多亩，国庆黄金周主打
的是油菜花、马鞭草、矮牵牛，游客欣赏美景同时，体验
花间采摘，品味田间美食。

水泉村以前一直以大田种植为主，村集体收入不
足 2 万元，村民生活水平普遍偏低。2016 年，唐廷波和
其他“村两委”班子成员确定了通过加强土地流转、领
办村级合作组织、发展特色种植产业的路子。由村党支
部牵头成立了“水泉润泽土地股份合作社”，党员带头
吸引村民入股。

“要想在农村干成事，就得有一股闯劲，敢于承担
风险。我们经过充分学习比较，才确定了发展‘花海’致
富项目。”唐廷波说，只有踏踏实实地奋斗，才能铲除穷
根，村两委班子和老百姓干在一起，闯市场、谋发展，乡
亲们致富的门路才越走越宽。

“花海”等项目在村里落地，给贫困户带来了实
实在在的收益。通过土地入股的贫困户，每亩每年可

保底分红；有劳动能力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优先在合
作社参与劳动，按照劳动时间获得相应报酬；以土
地、扶贫资金入股的贫困户，年终按照占股比例进行
相应分红；没有劳动能力、无法土地入股的贫困户，
村集体收益部分通过村民代表会议通过后，对其予以
一定的资金扶持。今年年底，全村 58 户贫困户 112
口人将全部脱贫。

唐廷波告诉记者，水泉村的“花海观光园”自
2017 年 7 月正式对外开放以来，已接待游客 2 . 6 万
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28 万元。“除了花海项目，我
们村计划今后发展有机蔬菜种植等项目，通过认养模
式拓宽市场，进一步增加群众致富渠道，实现富民强
村。”

花海观光园，美了乡村富了群众
辽宁省喀左县水泉村绽放致富之“花”

▲在吉林省通榆县，农户在分拣收获的辣椒（9 月 19 日摄）。 新华社记者张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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