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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9 日电(记者薛天、罗争
光、萧永航)初冬的暖阳下，四川青川县沙州镇
青坪村，一批“贵客”在绵延的山坡上扎下了
根——— 浙江安吉黄杜村的农民党员们捐赠的首
批 100万株白茶新苗顺利种下，成了大山里农
民们新的致富希望。

“‘浙江亲人’不仅给我们捐茶苗，教我们种
茶技术，还帮我们打造茶深加工产业链，挖掘观
光旅游潜力，让我们的对口帮扶又提升了一个
层级。”沙州镇镇长白培力说。

我国从 20世纪 90 年代就开始部署东西部
扶贫协作。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入实施东
西部扶贫协作”。从最初的资金投入、物资捐赠
到干部援助、人才培养，再到如今的产业帮扶、
深度协作，扶贫协作的模式不断升级，让共同富
裕的“新苗”不断结出累累硕果。

种下产业转移的“致富新苗”

2017 年底，一份名为《承接东南沿海毛绒
玩具产业转移打造安康新兴支柱产业》的报告
递交给了陕西安康市政府，这是江苏常州市驻
安康市工作组为安康市栽下的“致富新苗”。

“产业转移安康，既可以为东部地区‘腾笼

换鸟’，又可以增强安康的‘造血’功能，促进错位
发展，实现互利双赢。”安康市相关负责人说。

不到一年的时间，全国近 150家毛绒玩具
企业前来安康考察，并建成投产毛绒玩具社区
工厂 32家，产业已初具规模。

在安康市汉滨区谭坝镇，贫困户程爱民的
生活也因此有了转机。因为右腿残疾，他曾缺少
生活的信心，但现在镇里建起了社区毛绒玩具
厂，他在家门口找到了份缝纫机工的工作，每个
月有了 2000元的固定收入。

因扶贫协作、产业转移而受惠的不仅仅是
安康市，也不仅仅是程爱民。在西部不少地区，
产业转移后的项目都是引领地方经济发展、带
动群众脱贫增收的“致富新苗”。数据显示，脱贫
攻坚工作开展以来，仅江苏省南通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已援助资金 3205万元，帮助陕西省汉中
市城固县实施苏陕扶贫项目 38 个，覆盖该县
101个贫困村，受益贫困群众 4000 多人。

在深度交流中结下“累累硕果”

如何既扶贫又“扶智”，既授之以“鱼”又授
之以“渔”，是现阶段通过扶贫协作走向共同富
裕需要破解的新课题。记者近期调研时则发现，

从简单的“赠予”到通过深度交流实现“精准帮
扶”，已经渐成趋势。

在对口帮扶四川省广元市的 22 年里，浙江
省已经累计安排了 90 亿元资金，派遣各类专业
人才 4500 多人次帮扶青川县，培养各类本土人
才 2万余人。同样，截至 2018 年 10月，因苏陕
合作，两地干部人才互访达 2400 多批次 2 . 3
万多人。

人员的互动，换来的是多层次的深度交流。
对于落后地区而言，交流给封闭的环境带来了
生气，解放了思想；对于发达地区来说，交流让
帮扶工作沾了地气，有的放矢。

近年来，苏陕两省不断拓宽人才交流渠道，
教育和卫生领域成为交流的重点。双方组织教
育系统师资交流培训超 1万人次，结对学校(幼
儿园)达 381 所；江苏省 35 所三级医院与陕西
35 所县市级医院建立了对口支援关系。

部分协作地区还建立了就业相关的合作关
系，组织落后地区的群众外出务工。在城固县，
通过与南通共同举办的 4 次招聘会，已有 600
多人达成用工意向，累计向南通输送贫困劳动
力 130 人。

2017 年，浙江携手青川县举办现场劳务招
聘会 6 场，49家企业提供 6000 余个就业岗位，
达成就业意向 2000 余人，711 名贫困群众在青
川浙商企业实现就近就业。

构筑互惠共赢的“希望图景”

“选择在汉中建厂，企业也因此受益，当前

东部沿海地区用工成本不断升高，生存压力
很大，厂区向西部地区转移，实际上也是在帮
助企业渡过难关。”已将工厂向陕南地区转移
的福建商人谢进财说。

东西协作，不仅仅是帮扶，也越来越多表
现为共同发展进步。自然资源匮乏、劳动力短
缺、市场相对饱和，在东部发达地区面临发展
转型升级考验时，广阔的西部仍然有巨大的
发展空间。

以秦巴山区为例，近年来通过移民搬迁
工程，秦巴山区实现了人口聚集，创造出人口
红利，正好满足了东南沿海企业的用工需求。
而这些带着思路，带着技术的外来企业，也在
帮助当地的优势资源对接市场，焕发新生。

浙江方面尽力帮助青川县增强“造血”功
能，除了发展产业园鼓励浙商落户，还挖掘出
当地生态潜力，发展旅游行业，有经验的浙江
企业在当地投资，不但完成了帮扶，自己也赚
到了钱，实现了双赢。

据了解，在陕西省党政代表团赴江苏推
进对口扶贫协作期间，两省签署能源战略合
作协议，有关部门、单位签署 13个专项协议
和 32个项目合作协议。双方商定将《陕电送
苏框架协议》中陕电送苏落地电量增加至每
年 15 亿千瓦时，共同推进“陕煤入苏”工作。

在两省深度合作的 32个项目合作协议
中，既有特色农副产品加工项目，也有新型建
筑材料、汽车零部件制造等工业项目，还有园
区开发、文旅景观、农村电商体系等平台项
目，力图实现两省的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互惠共赢，东西部扶贫协作迎来“丰收季”

新华社成都 11 月 29 日电(记者萧永航、罗
争光)“党的政策好嘞，送来白茶苗喂，总书记等
咱们嘞，脱贫奔小康喽喂……”

绵延不绝的四川省青川县沙州镇青坪村大
山中，催人奋进的“薅草锣鼓”号子声此起彼伏，
陪伴着村民们将一株株白茶苗赶在入冬前种下。

“锄草去杂，先挖 30 公分，再倒肥料，最后
上一层土。”村民们严格按照浙江安吉白茶专家
的指导，小心翼翼地将一株株白茶苗种下。

山的另一边，梯田上整整齐齐的一排排白
茶苗，望不到边。

这些白茶苗，可是大宝贝———
今年 4月，浙江安吉黄杜村 20 名农民党员

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种植白茶致富的情
况，提出愿意捐赠 1500万株茶苗帮助贫困地区
群众脱贫。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赞扬他
们弘扬为党分忧、先富帮后富的精神，对于打赢
脱贫攻坚战很有意义。

青川县，便是这批白茶苗的捐赠目的地之
一。按照协议，安吉县黄杜村向青川县 18个村
捐赠 450 万株白茶苗。10 月下旬，第一批 100
万株白茶苗，从安吉黄杜村经过两天两夜、近两
千公里长途运输，抵达青川沙州镇青坪村。

“两毛八分一株的茶苗免费送给我们，技术
专家还千里迢迢过来手把手教我们栽，以后还
会通过网络远程指导，我们心里感动得很！”沙
州镇镇长白培力激动地说。

来自“浙江亲人”的支援和帮扶，是守望相

助、共享共赢的生动诠释。
74 岁的贫困户焦自营盼着这些茶苗苗，就

像当年盼着修到村口的路。这一家六口人住在
大山里，老两口年迈多病，儿子和两个孙子都有
残疾，只有媳妇一个人在外打工。路好走了，儿
媳妇打工出门和回来才更方便，才能多改善一
些全家人的生活。

“现在种茶苗，有盼头啦，我家 15亩地都种上
了！”焦自营给记者盘算着，流转一亩地一年 300
元，一年共计收入 4500元；家里三人在茶园打零
工一人一天 80元，一年收入四五千元；白茶投产
后贫困户两次分红预计人均收入一千元以上。

“出去打工是暂时的，不仅照顾不了老人孩
子，年龄大了更没办法，所以大家现在想的都是

把茶叶搞好，有长远的收入，全村外出打工的
人有九成以上都回来了。”焦自营说。

“现在我们在外面打工的，听说种茶苗都
赶回来了，谁家要是回来晚了没及时种上，心
里都不高兴。”焦自营的邻居在一旁插嘴。

记者了解到，青川县已经探索推行“业主
+基地+村集体+贫困户”模式，打造规模化、
标准化、产业化基地，创新“五金”收益分配机
制：通过土地流转收租金、务工就业挣薪金、
入股分红得股金、委托经营拿酬金、村集体分
红得现金，让更多的贫困群众通过白茶项目
实现长效稳定增收。

当地干部介绍，此次安吉捐赠青川白茶项
目投产后，预计能帮助青川县 9个乡镇 18个
村的 512户贫困户户均年增收 4300元以上。

“安吉白茶落户青川，是‘浙江亲人’对我
们的深深牵挂。”白培力告诉记者，现在大家
虚心向黄杜村“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的脱
贫致富经验取经，学技术、学管理，管护好每
一株茶苗，让白茶在青川的土地上扎好根，真
正成为增收致富的“黄金叶”。

着眼未来，沙州镇已经有了更长远的规
划。白培力介绍说，未来要建万亩茶园，吸引
更多的人回乡打工创业，开发乡村旅游，兴办
农家乐，深度挖掘茶产业观光、体验、旅游的
价值。“我们已经送了两个带头人到浙江大学
进行餐饮管理、经营培训，回来之后带动大家
再次创业。”

“浙江亲人”请心安 白茶苗已种满山
浙江安吉捐赠四川青川白茶苗种植地探访

新华社长春 11 月 29 日电(记者段续)吉林省
吉林市的孤店子镇远近闻名：新城镇整洁、新农居
亮堂、新农民富裕，这里既是吉林市乡村振兴的排
头兵，更是新时代吉林省乡村大发展的缩影。

几十年前，孤店子镇还是一片荒草甸。改革开
放 40 年间，荒地上建起村屯，村屯发展为城镇，优
质稻米生产、精深农产品加工、温泉冰雪旅游……
三产融合的“组合拳”，为孤店子镇闯出了品牌，打
响了名气。离土不离乡、上楼不失地的新型城镇
化，让当地群众充分享受到绿色发展红利，获得感
不断增强。

龙头带动：“村企共建”盘活振兴棋局

孤店子镇位于吉林市北部，是长春、吉林一体
化发展的重要节点，土地肥沃，区位、产业优势很强。

优势在手，仍需有效破题。20世纪 90 年代，
镇里引进高品质稻米，大荒地村村民刘延东抓住
机遇，创立东福米业，成为省市知名的致富能手。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东福米业能不能成
为盘活优势的龙头？镇党委一直在思考。镇党委书
记米栋军说，2010 年，镇党委打破束缚，创新工作
方式，报请上级批准后，大荒地村党委和东福米业
村企共建，刘延东被选为村党委书记。

成立农业公司、加大土地流转、促进集约经
营，依托东福米业，村里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流转
村民土地，进军现代农业。

“土地有序规方、条块化后，可增加 3%到 4%的
耕地，为工厂化管理、机械化耕种创造条件。”副镇长

毕长鑫说。新模式把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脱出
来，集约经营后，每公顷水稻能增收 2500多元。

农民脱离土地后，优先到东福等企业就业，
年收入 1 . 2 万至 1 . 5 万元，加上土地承包金，
家庭年收入近 5万元。渐渐地，村民腰包越来越
鼓，各村集体经济也有了盈余，为下一步发展打
下基础。

三产融合：用足用好乡村发展优势

距离城市近、土壤有机质高、温泉资源丰
富……孤店子镇优势突出，但依靠单一产业难
以全面释放。在镇党委领导下，三产融合逐渐成
为全镇发展共识。

优质稻米是孤店子镇的招牌。小小监控室
里，屏幕上实时显示稻田温湿度，虽然水稻都已
收割，但这些设备随时可以发挥作用。不远处，智
能日光温室里满眼翠绿，农民们身着短袖单衣作
业，正紧张地插苗、修剪。春耕前这里是水稻育秧

基地，春耕后就会进行有机蔬菜、水果种植。
“自动浇水，自动通风。”农民乔明儒说。在

孤店子镇，物联网、机械化生产能节约 15% 成
本，提高 18% 单产，稻田全程机械化作业面积
占总体耕地 70%。

全国稻米市场上，“大荒地”品牌名气很大，
平均售价每公斤 15元。只要在购物网站上搜索
“大荒地”，孤店子镇的各种农产品就会跃然屏
幕，深受喜爱。

用不了的碎米制成米酒；稻草压缩成颗粒、
稻壳压缩成炭棒，变为锅炉燃料；燃烧后的炉灰
制作有机肥……东福米业董事长刘延锋说，镇
里企业坚持高标准循环生产，农产品品质优秀、
稳定。
种植加工基地不远处，就是东福投资兴建的

温泉度假村，长白山余脉地下涌出的潺潺温泉汇
聚于此。今年年初，这里还举办了世界冰上龙舟
俱乐部锦标赛，世界各地的队伍前来，为镇里带
来极高人气。记者采访时遇到一群广东游客，他

们第一次体验了冬日室外温泉，大呼过瘾。“大米
好吃，温泉舒适，冰雪爽快！”一位游客说。

夏日拍摄婚纱、体验农耕，冬日享受温泉、温
室采摘，孤店子镇不再“孤单”，游客络绎不绝。“三
产融合，就能‘1加 1大于 2’！”米栋军很有信心。

由村变城：离土不离乡、上楼不失地

村屯背靠东福米业这棵“大树”，发展红红
火火，孤店子镇也开始了从村到城的蜕变。

农民富了，集体经济也逐渐充裕。村民们拆
掉老房子，腾出优质耕地，搬进企业出资兴建的
新居。“地还是自己的，流转给企业后，在企业上
班挣工资，干的也是农耕活。”农民麻钢英说，
“但赚钱更多，不用看天吃饭。”

三产融合让农民收入更加多元。依托乡村
优势建立的各大企业，解决了 3500 多人就业，
全镇还吸引了近 60 位高层次管理人才。

午后走在镇里，阳光照耀大地，沿着宽阔的
马路向前，亮堂的农民新居矗立两旁，屋里现代
化的卫生间、厨房整洁光亮，燃气、供暖、上下水
一应俱全，温暖洁净。再往远处，温泉度假区、农
耕体验园的景观与稻田景色相得益彰。田间阡
陌纵横，一望无垠，空气清新，十分宜居。“比城
里舒服。”麻钢英说。

早在 2011 年，孤店子镇就做了全方位规
划，生产生活、基础设施严格按规划布局。仅一
个电源改造项目，镇里就与吉林市城郊供电分
公司一起规划，费了大工夫。“电缆入地，线径加
大，完全达到城市配电网标准。”孤店子镇供电
所所长张靖萍说。

最近，镇里还与清华大学建筑研究设计院有
限公司合作，对田园综合体进行了详细设计规
划。“吃透乡村振兴政策，用好用足优势，吸纳外部
支持，我们有信心把镇子建设得更好。”米栋军说。

三产融合培育乡村振兴热土

吉林：荒草甸上“村变城”背后的故事

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

基 层 行 · 乡 镇 篇

共享发展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 40 年·变迁

新华社上海 11
月 2 9 日电 (记者周
琳)98 岁的刘奶奶曾
经挑着扁担卖水果，
收的是票证；她的儿
子——— 64 岁的刘晓
兵是大润发超市的第
一批分店总经理，就
职于南京、扬州等地，
他丰富着货架，让消
费者选购；如今，刘晓
兵的儿子——— 34 岁
的刘亚在上海工作，
是新零售代表“淘鲜
达和盒小马”的资深
专员，线上和线下的
融合成了消费的新业
态。三代“卖货郎”，卖
出哪些大不同？通过
他们的视角，一起来
看消费市场的时代变
迁吧。

看品类：从

一个村，到一个

城，再到百多个

国家和地区
上世纪六七十年

代，刘奶奶在江苏扬
州。她将村里的水果
采集批发，送到位于
上海、南京等地的小
卖部。村里每人几百
斤，一般是苹果、梨
子、桃子居多，夏天还
有西瓜。

随着改革开放的
深化，中国零售行业
面向外资的大门逐步
敞开，外资超市企业
进入中国，带来了全
新的购物体验，让消费者有了更多选择。

刘晓兵 1999 年加入了大润发，他回忆，那会
儿采购生鲜产品的最远距离，是离门店 200 公里
的蔬菜产地。为了提升消费者的购物体验，他们将
蔬菜摘好分类，做成净菜。2003 年左右，超市引进
了来自挪威的三文鱼，“我们把鱼切得像豆腐丁那
么小，放在盘子里请顾客品尝，那真是花了血本
啊。”一家门店一天销售了两条三文鱼，把大家都
激动坏了。

而如今，刘亚在上海卖着非洲的刺角瓜、南美
的雪莲果、泰国的罗望子、马来西亚的南阳红香
蕉，线上线下产品来自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手机轻
点即刻送达。

来自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017 年，全国共
进口食品 142 . 9万批、5348 . 1万吨、582 . 8 亿美
元，同比分别增长 7 . 9%、36 . 5% 和 25%。近 5 年
间，进口食品贸易额年均增长率为 5 . 7%。

看服务：从一根扁担，到一个货

架，再到一个大数据系统

靠着一根扁担的脚力，刘奶奶把水果卖到了
村外。

而到了刘晓兵这里，想要赢取消费者的青
睐，“品质”成了关键词。每天他 7 点就到达门
店，去生鲜的摊位溜达一圈，看看油条面包的品
相、查查商品库存的数量；货架按照品类整齐摆
好，让消费者能第一时间找到商品；快到开店门
时，他还走到门口的排队区，和消费者问声好，
做个满意度调查。那时候，每逢烤鸡促销，他都
要提前和柜台确认好标签是否已更改，库存是
否足够。

在刘亚看来，“线上线下怎么融合”最重要。每
天到店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查数据：根据数据
库里商品进销存的变化精准进货和库调，遇到促
销，在后台一键设置，所有的电子价签就全部更
新。

到了巡店时，他都要先去快拣仓看看，大数
据精准测算出的畅销商品都在这里摆放；商品到
达合批区，会被工作人员分拣到不同的包裹中，
最终交给骑手。刘亚测算，线上的客源占了半壁
江山。

统计显示，2017 年，全国网上零售额 71751
亿元，比 2014 年增长 1 . 6 倍。网络零售规模不断
壮大，正在成为消费增长的重要因素。

看口碑：从一杆秤，到一个快检

室，再到智能零售业态

刘奶奶挂在口边的，是一杆秤的诚信，那时候
她的绝活，是手拿水果，就能估算出大概的重量，
童叟无欺。

可刘晓兵认为，物美价廉是第一位的。最
早，超市里用油什么时候该换，大师傅凭几十年
的经验严格把控；到了 2003 年前后，公司引入
了试纸检测，一些样品还会定期送到国际知名
的检测公司；现在，快检室就设在超市内部，时
刻送检。

安全问题在刘亚这里，变成了底线。只有安全
不够，还要让消费者吃得新鲜、美味。大龙虾、芒果
等生鲜产品一周内必须从产地运过来，猪肉等重
点产品实现全流程追溯，最长 1个小时必须送到
消费者手上。

随着大数据应用、智能零售、移动支付和物流
网络发展壮大，线上线下相融共赢，消费正在开拓
新模式。反映消费品市场发展水平与规模的统计
指标———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 1978 年的
1559 亿元增加到 2017 年的 366262 亿元，年均增
长 15%。市场规模持续扩大，消费升级类商品快
速增长，新兴业态不断涌现……

未来，无人驾驶会不会让零售卖场无处不在？
机器管家能否实现“人未回，货先到”？全球物流是
不是让全球商品流通更快、更鲜？一起期待“卖货
郎”的大升级吧。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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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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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吉林市孤店子镇的神农温泉小镇全景（拼接照片，2017 年 10 月 8 日无人机拍摄）。新华社发

▲ 10 月 29 日，在四川省青川县青坪村，当地村民向白茶种植地运送白茶苗。新华社记者王天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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