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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就在自家楼下干活，虽然工资比
沿海少一点，但能天天见到孩子，开销也
小了不少，真的是很好。”坐在车间里，谈起
现在的工作，27 岁的牟思思满脸笑容。

牟思思是湖南新邵县严塘镇人，
2016 年以前，她的家还在位于偏远大山
之中的肖家村，全家“靠山吃山”收入极
少，加之丈夫先天弱视，两个孩子要上
学，她家被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而作
为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和扶贫攻坚县的
新邵县，工业基础相对薄弱，就业机会并
不是很多。

迫于生活压力，牟思思与丈夫先后
在广东东莞、浙江杭州等多地打工，进过
电子厂、方便面厂，虽然收入增加不少，
但一年到头，很难见到孩子，丈夫的病情
也在加重。今年暑假，牟思思回到了易地
扶贫搬迁后的新家，这里距县城只有 20
分钟车程，村里也引进了三家企业，开办
了三个“扶贫车间”。

在牟思思务工的常兴鞋业“扶贫车
间”，记者看到，400 多平方米的厂房里，
用于鞋面制作的缝纫机分列两行，70 多
名当地村民正干得热火朝天。“现在，已

经有 12 名贫困劳动力在这里上班了，他
们的保底工资是 2000 块，如果成了熟练
工，收入会更多。像牟思思老公这样的人
如果来上班，我们也会给他安排合适岗
位。”车间负责人朱爱武说，随着订单增
加，常兴鞋业在当地政府帮助下，新增了
400 平方米的车间，还在另外两个易地
扶贫搬迁安置点商洽车间用房。

记者采访发现，新邵县的“扶贫车
间”不只是布局在县城周边，即使偏远的
乡镇也或多或少开办了“扶贫车间”，其
产业既有外引的箱包、制鞋、制衣等劳动
密集型产业，也有一些立足本地资源的
农林产品加工产业。

“引企业入村，让村民和贫困户既能
兼顾田间劳作和车间工作，还能照顾老
人和小孩，不仅增加了他们的收入，助推
他们脱贫，也有利于维护乡村和谐稳
定。”新邵县职业介绍中心主任李少华告
诉记者，目前，新邵已经在全县建立了
43 家“扶贫车间”，分布在全县 10 多个
乡镇，吸纳了 3000 多名农村劳动力就
业，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近千人。
(记者陈文广、高文成)据新华社长沙电

新华社长沙 11 月 29 日电(记者张玉
洁)“我现在是老板，年收入过了 100 万
(元)。”49 岁的农民麻清成认真地跟记者
说。穿着黑色呢子正装的他“派头十足”，鞋
底和裤腿上却沾满了泥巴。

28 日，他在“发现花垣”电商扶贫论坛
上跟与会嘉宾分享他的致富经验时，将这
一切归功于“电子商务进农村”。

麻清成家住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花垣县花垣镇马其洛村。就在两年前，有
视力残疾的他还是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
户，母亲和爱人身体不好，一双儿女还在念
书，家里不到三亩田土，一家五口的生活就
靠他每夜到河沟里网虾米在赶集时拿去
卖，10 元一斤，一个月能赚 300 元。

可日子再苦，麻清成依旧会定期侍弄
他的 7 箱蜂子，因为这是“祖上传下来的技
术”。一年一收的蜂蜜也不卖，除了自己吃，

剩下的就拿去送人。“以前不是没卖过，市
场上蜂蜜多，卖不出去。”他说。

2016 年初，他被认定为贫困户，领到
了产业帮扶资金，可拿着这 1 万元，麻清成
却犯了愁，县里要求这个钱必须用来发展
产业，可发展什么呢？他的结对帮扶干部告
诉他：“你养蜂技术这么好，为什么不拿这
个钱发展土蜂产业？”

在驻村扶贫工作队的帮助下，麻清成
向银行申请了 5 万元贷款，又向亲戚借了
7 万元，共筹资金 13 万元，买来蜂箱，一下
将祖传的土蜂产业扩大到 137 箱。

这股创业的劲头刚被点燃，麻清成又
有了担忧，想起从前卖蜂蜜的失败经历，看
着这 100 多箱蜂子，他整夜睡不着觉，担心
蜂蜜卖不出去。

巧的是，那一年，在国家推动农村电子
商务深入发展的大背景下，国贫县花垣开始

探索电商扶贫模式，与湘西本土电商企业盘
古电子商务签订合作协议，在花垣注册公
司，协助县政府推动电商发展。

当年 10 月，花垣县盘古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入住县双创大楼，开始建设各个村
级电商扶贫服务站。同时，组织人员入村
入户给一些返乡农民工和有思想、想进步
的农村人群进行电商基础知识和使用培
训。

麻清成成为第一批接受培训的农民。培
训课上，只有小学文化的他学会了如何开淘
宝和微店，在老师手把手的教导下，还学会
了如何拍摄介绍自家的农产品，以及邮寄货
物时应该如何打包等技术。

2017 年春节前夕，麻清成作为学员参
加了电商平台在精准扶贫“首倡地”十八洞
村组织的年货节，通过电视、网络直播平台
等渠道，他家的蜂蜜成为当日的热卖产品，

一传十十传百，找他购买蜂蜜的人越来越
多，因为质量好，回头客也多。

为了稳定客户，麻清成开始经营他的
朋友圈和微店，还会定期直播养蜂过程。
“我眼睛看不太清楚，也不怎么识字，但是
我肯学肯干！”他说。

去年底，麻清成的土蜂产业已经扩大
到 237 箱，在扶贫工作队的支持下，成立
了花垣县清成土蜂养殖专业合作社，带动
全村 27 户贫困户、113 户非贫困户。除了
卖蜂蜜，还帮着村民卖蔬菜和鸡鸭鱼鹅。

去年全年，通过麻清成的电商渠道，从
马其洛村销往全国各地的农产品毛收入
100 多万元。麻清成儿子毕业后，也被他叫
回来一起做电商。

如今，麻清成有了稳定的客户群体，手
机上 58 个微信群，5 个群满了 500 人。他
不仅在线上销售农产品，还将培育好的种

蜂按桶销往全县各个有需要的村庄。为
了更好地服务客户，他又换了款新智能
手机，还买了一辆小轿车，方便送蜂蜜和
到有需要的养蜂基地教授养蜂技术。

因为销量越来越大，他开始思考物
流成本问题。两个月前，他回到“学校”，
希望借助盘古电商的物流渠道寄件，每
件可以减少 2 元。

他预计，今年销售额可以到 200 万
元。“开销都不算，我还可以存 60 万(元)
进银行！”

从 2016 年底至今，花垣累计完成电
商培训 6 0 余场，培训电商从业人员
8055 人次，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753
人。全县电子商务企业达 84 家，累计网
络交易额达 7 . 2 3 亿元，带动贫困户
1831 户 6452 人。2017 年，花垣县被列
为“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

““我现在是老板，年收入过了 100 万””
电商扶贫论坛上，裤腿上沾满泥巴的农民麻清成把他的成功归功于“电子商务进农村”

湖南新邵：

扶贫车间进村助推村民脱贫

▲ 11 月 28 日，肖流标在管理蔬菜。

 11 月 28 日，肖流标展示他养的兔子。

 11 月 28 日，肖流标在放养白鹅。

今年 50 岁的肖流标，是福建省武夷
山市岚谷乡后山村建档立卡贫困户。身高
1 . 38 米的他，属于 4 级肢体残疾。2016
年，肖流标被列入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
户。市纪委干部的结对帮扶为他送来了免
费的鸡苗、鹅苗、鱼苗、兔苗，帮助他发展
特色养殖，从单纯的“输血”转为“造血”，肖
流标年收入超过两万元，彻底摘掉了贫困
户的帽子。 新华社记者张国俊摄

“我大学毕业一年后就回乡创业搞中
药材种植，从最初的一两亩地发展到 200
多亩。”90 后的宿松县白崖寨石斛种植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贺志伟告诉记者，在当地
政府引导下，合作社注册了绿色商标白崖
寨。今年预计石斛产值 200 多万元，下一步
还要往农业观光、药材加工方面拓展，带动
周边贫困户一起致富。

在产业扶贫过程中，安徽宿松以合作
社、家庭农场等新型主体为代表的新农人
领奏“致富曲”，变“输血”式扶贫为“造血”
式扶贫，提高了当地扶贫质量和发展的可
持续性。

11 月下旬，记者来到宿松县趾凤乡的

石斛扶贫产业基地，见到占地 100 多亩的
大棚整齐排列，棚内的石斛状似兰草绿意
葱茏。趾凤乡乡长张劲松告诉记者，这个基
地通过务工、入股、代种代养等方式，带动
了 48 户贫困户人均年增收 4000 元。

“县里结合地域条件实施产业扶贫，
山区以发展油茶、中药材、休闲旅游为主，
丘陵区以发展特色林果、优质畜禽养殖为
主，沿湖及洲区以蔬果种植和稻渔综合种
养为主。”宿松县农委主任谈卫中告诉记
者。

“新农人”在产业扶贫中发挥了重要的
示范带动作用。截至目前，该县参与带动的
示范区及示范基地 117 个，合作社、家庭农

场和大户等各类新型经营主体带动贫困户
31974 户。

来到宿松县汇口镇三兴村稻虾连作基
地，记者看到一望无际的种养基地水波荡
漾，水稻已收割完。

汇口镇农技站站长王斌告诉记者，现
在处于肥水期，上水以后，龙虾都进稻田里
安心地孵化“下一代”，明年 4 月份，美味的
龙虾开始上市。

汇口镇党委书记沈金洪介绍，汇口镇
南临长江，北临龙感湖。2014 年开始，该镇
调整产业结构，从传统的棉花种植转向稻
虾共作。目前全镇稻虾共作已发展到
16000 多亩，家庭农场、合作社等新型经营

主体加快发展扶贫示范基地，目前已安
置贫困户 404 户 1011 人就业，平均每户
增收 1 . 2 万元。

产业扶贫在优化农村产业结构的同
时，绿色生态的观念也逐步深入人心。

“这两天上海农交会带去的 500 斤
稻虾共作稻米，每斤 6 元，被上海人抢购
一空！”在许岭镇黄雀畈稻虾连作基地，
黄雀畈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宋泽君
兴奋地告诉记者，以前搞围湖养殖效益
不错，但是对大湖的水质影响不好，这几
年我们转型发展稻虾共作，一期已建成
1200 亩。未来我们基地扩充到 1 万亩，
还会围绕生态绿色做文章。

谈卫中告诉记者，今年宿松县加大扶
贫投入力度，对 70 个贫困村每村投入 60
万元产业引导资金，逐步形成户户有增收
项目、村村有主导产业、乡村有特色基地。

“通过发展丑橘、香菇、光伏等产业，
预计今年村集体收入 13 万元，今年咱们
村出列没问题。3 年后还要力争成为全乡
最富裕的村，让老百姓生活美起来。”趾凤
乡龙溪村扶贫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刘志
勇说。

据悉，4 年来宿松县累计脱贫 2 . 65 万
户 9 . 78 万人，出列贫困村 40 个，贫困发
生率从 2014 年的 16 . 64% 降至 3 . 68%。

(记者王菲)

安徽宿松产业扶贫，新农人领奏“致富曲”

海南琼中：“七道防线”阻断因病致贫
“辛辛苦苦奔小康，一场大病全泡汤”。

能否有效破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关
系到全面小康能否顺利实现。近年来，海南
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创新探索健康扶贫
模式，构筑起健康扶贫“七道防线”，打通健
康扶贫“最后一公里”。

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镇岭门村，
贫困户黄启安曾因股骨头坏死丧失劳动能
力，32 岁仍未娶妻。31 岁的妹妹黄云离婚
后带着年幼的儿子与哥哥一起生活，三口人
只能靠种植少量槟榔橡胶维持生计。2017
年，黄云的一场大病让这个家庭雪上加霜。

“多亏‘七道防线’雪中送炭，要不这个
家就垮了。”黄云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在琼
中县人民医院住院一个月总医疗费用 4 . 9
万余元，在享受新农合基本医保补偿、大病
保险、大病商业补充保险、医疗救助和贫困
人口救助专项资金兜底后，报销比例达
90%。

琼中县卫计委主任钟小辉介绍，近年
来，琼中加大政策、资金、基础设施保障力
度，面向建档立卡贫困户、农村低保户、特
困户、残疾户等四类人群构筑起新农合、大
病保险、大病商业补充保险、医疗救助、临
时救助、贫困户人口救助专项资金和社会
治安保险“七道防线”。

据统计，今年 1 月至 5 月，琼中“七道
防线”工程累计报销费用达 1123 . 875 万
元，报销比例达到 90% 以上，防止 31882
人次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在不断提高医疗救助“托底”能力的同
时，琼中逐步建立以县级为“龙头”、乡镇为
“枢纽”、村级为“网底”的三级健康扶贫服务
网络。构建以基层首诊为基础的分级诊疗
体系，基本形成“小病首诊在基层、大病在
县内、康复治疗回基层”的良性就医格局。

在过去，当地许多大病患者辗转到百
公里外的海口治疗，饱受颠簸之苦还增加

了一笔不小的花销。今年以来，上海市同
仁医院对琼中县人民医院进行托管后，细
化各科室目标考核管理，通过“师徒制”结
对教学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完善就诊
流程，提升患者就医体验。

“‘授人以鱼还要授人以渔’，我们希望
把县医院打造成医疗高地和人才蓄水池，
统领带动全县基层医疗机构，实现‘大病不
出县，小病不出乡’。”琼中县人民医院院长
盛慧中说。

为了把病人留下来，年财政收入不足
3 亿元的琼中县投入 1 亿元坚持“填平补
齐”改善医院基础设备。

从 2011 年到 2017 年，琼中县营根镇
卫生院接诊量则由 2000 余人次增至 1 万
余人次。“从瓦房到楼房，从仅靠听诊器、血
压计、体温计到配备彩超机、心电图机等
设备，卫生院面貌发生很大改变。”营根镇
卫生院院长覃允锡说。 （记者罗江）

身身高高只只有有 11 .. 3388 米米

他他是是怎怎样样脱脱贫贫的的
山东省菏泽市郓城县盐厂村 79 岁的

贫困户纪秀莲，一大早就带着患有智力障
碍的儿媳，匆忙赶到村头的扶贫车间忙
碌。婆媳二人在这里缝制毛绒玩具，一天
下来，能挣到 30 余元钱。这样的生活，在
两年前她是不曾想象的。

针对全市 55% 以上的贫困人口具
备全部或部分劳动能力的特点，菏泽市
大力推进扶贫车间建设，积极招引劳动
密集型项目向贫困乡村布局，探索出了
一条以扶贫车间为载体、帮助贫困群众
就地就近就业的“造血式”扶贫路子。

2016 年，盐厂村的扶贫车间建成，纪
秀莲老人找到了一条自力更生的谋生门
路。早年老伴过世，儿子、儿媳都患有智力
障碍，抚养年幼的孙子成了她的重担，一
家人的生活极为困苦。“现在我们娘俩有
了活干，日子越过越好。”老人的脸上逐渐
有了笑容。

扶贫车间源自菏泽市基层扶贫干
部群众的探索，这一模式彻底改变了农
村贫困户单纯依靠土地获得收入的生
产生活方式，激发了贫困群众依靠辛勤
劳动增收脱贫的内生动力。在家门口就
业，工作顾家两不耽误，“忙时务农，闲
时务工”逐渐成为当地群众生产生活的

新常态。

人发制品、户外家具、酒类包装、服
装加工、电子元器件……一大批劳动密
集型产业迅速在菏泽乡村扎根落地。扶
贫车间也成为当地外出务工群众返乡
创业、回馈家乡的有效平台。目前，当地
已建成扶贫车间 3487 个，安置 27 万名
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6 . 9 万名贫困
群众通过在扶贫车间务工实现稳定脱
贫。

产业布局引发农村收入结构“裂变”。

在扶贫车间务工，一些原本有工作能力，
却因照顾家庭无法外出打工而陷入生活
困顿的贫困户，月收入甚至能达到 3000
元至 5000 元。扶贫车间逐步成为当地的
创业车间、富民车间、发展车间。鄄城县大
埝镇贫困户王常元承包扶贫车间后，已经
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创业青年、致富能
手，“不拼一拼，就不知道自己究竟能干多
大的事。”王常元说。

“扶贫车间增加了村级集体收入，提
升了企业效益，激活了农村经济，促进了
农村稳定，凸显了致富效应，也为乡村振
兴奠定了产业基础，提供了人才支撑。”

菏泽市扶贫办主任蔡维超说。
(记者闫祥岭)新华社济南电

山东菏泽：

扶贫车间激发脱贫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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