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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陈琰泽

大巴车沿盘山公路行驶，转过弯是一片峭壁，本以为
“山重水复疑无路”，越过岭又豁然开阔，窗两侧是看不完
的蓝天碧水青山，让人感叹：这就是贵州！

秀美多变的山水既是贵州靓丽的名片，也一度成为
发展的阻碍——— 贵州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
2015 年全省 88 个县中有 66 个处于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全省贫困人口 623 万，贫困发生率 18%，可谓“一方水土
养不活一方人”。

一场脱贫攻坚战在贵州大山大坝中展开，其中中国
建设银行贵州省分行发挥金融优势，以金融活水“浇灌”
脱贫痛点，探索出了一条金融扶贫新路。

金融活水注入龙头企业

从山顶观景台往下望，是六盘水市六枝特区连绵的
丘陵，缓坡处大片的藤架格外惹眼。六盘水市农业投资公
司董事长胡光汝指着延绵到山后的果园说：“这里种下了
将近 5 万亩的脱贫致富‘金果果’！”

所谓“金果果”，是六枝特有的地理标志产品红心猕猴
桃。胡光汝切开其中一颗，切口处有一圈红晕。“大致说，猕
猴桃可以分为绿心、黄心、红心三种，红心品种比较稀有，
再加上甜度高，一般绿心猕猴桃一斤卖 8 元，我们红心猕
猴桃今年建议零售价是一斤 25 元，依然供不应求。”

然而这片红心猕猴桃产业带，也曾面临窘境。2018
年之前，由于资金短缺，六盘水市农投公司面临“全链条”
式困境。“农业发展要规模化才能有效益，但规模化要资
金支持，农业资金回笼慢，红心猕猴桃要四五年才能出
果，资金短缺让我们焦头烂额。”胡光汝说。

“猕猴桃是六盘水的脱贫产业，本着国有大行职责使
命，我们主动为六盘水农投公司提供金融方案。”建行贵
州分行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心陈志刚说，建行六盘水分行
及时为猕猴桃产业提供了贷款。

“有别于传统的一家一户分发扶贫贷款，我们选择与

当地政府推荐的龙头企业合作。”建行贵州分行行长李
洪茂介绍说，这就是建行贵州分行探索出的“龙头企业
+金融+合作社+农户”农业产业化扶贫新模式。从此农
民只负责种养，不再承担技术和销售风险，还能获得土
地流转、务工、分红等多种收入，农企也有了做大做强
的机会。

如今，一整套猕猴桃产业链在六盘水秀美的山峦
中建立起来，带动当地农户 19075 人土地流转，人均每
年增收 3780 元，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 1071 人就业。此
外，黔西南州、贵阳市、毕节市、遵义市等地区在建行贵
州省分行支持下，食用菌、苹果、冷凉蔬菜、辣椒等产业
发展后劲更足，农民荷包更鼓。

金融服务沉到村头巷尾

走进六盘水市凉水井村，一眼就能看到陈兴美开
的小卖部。小卖部门脸不大，却挂了好几块牌，其中数
“中国建设银行凉水井村裕农通金融便民服务点”这块
最受陈兴美珍惜。

“这裕农通服务点啊，就是把银行窗口开到我的小
店里来。”陈兴美说，过去村民们要取钱，得坐班车去县
城，来回得花半天时间，十分不便。“当时听说建行要把
银行窗口开到村里来，想到能给小店招揽人气，又能方
便大家，我就壮着胆申请了。”

这时几个村民正拿卡来小卖部里取钱，陈兴美把
相关信息细细抄在本子上，打开裕农通 App 指指点
点，拿钥匙开抽屉取钱，用点钞机核对两遍后，才把纸
币交到村民手上，整套流程一气呵成，已经颇有“行长”
风范。“我们店 4 个月来产生了 1000 多笔业务，我一次
错都没出过！”陈兴美十分骄傲。

在这个小小的裕农通服务点，陈兴美现场就能为
客户办理存取款、生活缴费等金融服务，既可为店里增
加佣金收入和客流量，也方便了周边 300 余名村民。在
传统银行网点覆盖不到的乡村地区，建行贵州省分行
在小卖部等农村群众聚集地设置裕农通金融便民服务

点，已累计开设 1000 余个“村口银行”。
“两个月前，建行董事长田国立曾来到凉水井村这

个服务点调研，”建行六盘水分行公司部客户经理黄娟
回忆，“当时我们打趣说，这是建行‘最小行长’会晤‘最
大行长’呢！”。

金融人才扎根田间地头

夜幕降临，沿着进入毕节市威宁县新华村的漫长
小道，一盏盏路灯接连亮起。从此，夜归的村民再也不
怕坡急路陡，能够从容回家了。

“何登亮来了，灯就亮了。”村里流传着这样一句俏
皮话。俏皮话里的主角，建行毕节分行纪委办副主任，
去年 4 月任新华村第一驻村书记的何登亮此时正站在
村民活动广场上，观看着村民演出：“我们不仅为村里
安装路灯、修缮小学、改造房屋，还修建了这个广场，给
村民提供文化娱乐场所。”

威宁县是地处乌蒙山区的深度贫困县，也是建行
毕节分行的结对帮扶县。2018 年以来，建行毕节分行
累计为威宁县提供融资支持 9 . 6 亿元，为威宁直接投
入帮扶资金超过 1000 万元。

金融活水流向脱贫攻坚一线，金融人才也紧随其
后。建行贵州分行挑选了 19 名优秀党员深入 43 个扶
贫点进行驻村扶贫，何登亮就是其中之一。此外，建行
还发挥金融智库作用，开办“田间地头的建行大学”，聘
请农业专家深入大山提供技术支持；开展“万名学子暑
期下乡”实践活动，把金融等知识送下乡。

在各界力量帮助下，2019 年上半年，贵州省地区生
产总值 7212 . 94 亿元，增速位居全国前列。2015 年以来
减贫 468 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 4 . 3%，真正走出一
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

演出结束，人群逐渐散去，排练的演员们坐上电
瓶车下山，月亮爬上山头，少女们唱起山歌来，坡上
的男青年应着歌儿喊起彝族号子，路灯沿着坝子一
盏盏亮起，歌声在群山里回响。

新华社南宁电(记者
夏军)虽已立秋时节，南
国广西仍烈日炎炎。4 9
岁的李桂松正带着妻子
给罗汉果授粉，绿色的
藤蔓爬满 1 米来高的竹
架，已长出的果实翠绿，
几乎将藤蔓扯断。李桂
松盘算着，今年村里至
少有 20 户贫困户能“摘
帽”了。

自当选为村委会主
任开始，李桂松就下定
决心带领全村所有贫困
户脱贫。贫穷的滋味，李
桂松自己也尝过。

李桂松家在广西桂
林市永福县龙江乡驿马
村，多年前一家六口人
日子过得清苦。“当时
两个娃娃读书，一个高
中，一个初中，负担很
重。”李桂松说，精准识
别时，他家被认定为贫
困户。

一家人赖以为生的产
业是种罗汉果，这是一种
药食两用中药材，润肺止
咳，也出口至欧美日韩等
地。永福县有着数百年罗
汉果种植历史，也被称为
“罗汉果之乡”。

李桂松种植的罗汉
果是老品种，产量低。他
用箩筐装果，“一亩只有
两三担，扣除化肥等成
本，一亩收入才 1000 多
块。”

为帮助更多贫困群
众脱贫，永福县大力发
展罗汉果产业，培育出
新品种，并安排技术员
来到乡村指导种植。技
术员隔三岔五来到李桂
松家，劝说他种植新品
种。

与老品种相比，新品种能套种。这让李桂
松动了心，他家山坡上新种了 10 多亩杉树，可
以套种，不占地。2016 年，李桂松种了 10 多亩
新品种。果苗渐渐长大，到了盛夏，硕果累累。
中秋过后，果子收完，李桂松一盘算，每亩有三
四千元的收入，瞬间笑开了花。一家人很快脱
贫。

2016 年，李桂松向驿马村党支部交了入
党申请书，“能脱贫都靠好政策，做人不能忘
本。”

种植新品种罗汉果脱贫，李桂松成了村里
的“名人”。遇上有人请教种植技术，他乐呵呵教
人，大伙越来越信任他。很快，大多数村民都改
种了新品种。

2017 年，驿马村“两委”换届选举，李桂松
高票当选为村委会主任。他激动且自豪，打那时
起，就暗下决心，带领全村所有贫困户，不仅要
“摘帽”，而且要致富。

走家串户时，李桂松不停劝说贫困户更换
新品种罗汉果。2018 年，李桂松成了正式党员，
这一年，村里 20 多户贫困户换了新品种，很快
有 8 户尝到甜头，不久脱贫。

为了帮助村民畅通销路，在李桂松等村
干部的支持下，致富能人黄明飞成立了“天天
甜农业合作社”，村民们坐在家门口就能卖
果，合作社按大中小等次收购，收购价每个
0 . 1 元至 0 . 5 元不等。村民们种罗汉果的劲
头更足了。

“如今，除了少数贫困户外出务工外，几乎
家家户户都种上了新品种罗汉果。”李桂松说，
“有了罗汉果，脱贫不在话下。”

新华社乌鲁木齐电(记者高晗、关俏俏)一年前，买
合肉甫·木拉吧一家搬离有着“万山之祖”之称的昆仑
山区，来到 94 公里外的喀什地区泽普县桐安乡定居。
时间虽然不长，但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展现在眼前的
却是一幅生活新图景。

买合肉甫·木拉吧曾经生活的克孜勒苏柯尔克孜
自治州阿克陶县库斯拉甫乡，位于山地面积超过 95%
的昆仑山区，是我国集中连片深度贫困地区。一年前，
这里实施了新疆昆仑山区一次跨地州、整乡镇的移民
搬迁。搬入新家后，热娜古丽·喀尔曼发现街坊邻居需
要购买装修建材，于是买合肉甫·木拉吧和热娜古丽·
喀尔曼这对“80 后”夫妻开了间百货商店。利用街边临
时搭建的彩钢棚开百货商店，成了夫妻俩开启新生活
的第一步。

一年后，当记者再次来到桐安乡，彩钢棚已不见踪
影，取而代之的是商业中心的 102 间商铺。热娜古丽·
喀尔曼的百货商店位列其中。

除了商铺和功能完善的公共设施，布满花卉的街
头小巷将统一规划的安居房整齐“分割”，各户的农家
小院里也是硕果累累。

51 岁的阿尔孜古丽·麦麦提汗也在商业中心开了
间商店，零食、冷饮、日用品……平均每天 300 多元的
销售额让她颇为满足：“在山上我就开商店，但是进货
要来回很多天，只能卖些保质期长的商品。如今这里送
货上门，方便多了。”

同样喜欢新环境的还有村里的年轻人。18 岁的热
合曼江·穆合拜提是泽普县职业中学的学生，他说越来

越喜欢这里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刚刚在球场打完篮球
后，他掏出手机刷起了抖音，“山里信号不好。现在这里

不仅有休闲娱乐设施，还有很多同龄人。”
秋日午后的南疆城郊气温尚高，热萨来提·里提

甫向庭院硬化的地面泼水降温。在她家的新居里，
40 平方米的牲畜暖圈、300 平方米的种植区、80
平方米的新房干净整洁，装修一新的木地板上铺了
地毯。

热萨来提·里提甫向记者细数搬迁后的新生活：
砖房能遮风避雨，自来水即开即用，长明灯点亮了夜
晚……生活彻底和过去说再见了。“山里洪水、泥石
流等自然灾害频发，而且路太远，最怕的就是生病。
现在生活方式健康了，疾病少了，乡卫生院就设在家
门口。”

除了人居环境的改善，搬迁还成为这些没走出
过大山的贫困居民的人生拐点。贫困户比比江·带尔
伟西说：“自从搬下山，我就知道不能只靠政府给低
保，还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过想要的生活。”

今年，比比江·带尔伟西在家门口的一家工厂实
现了就业，刚刚结束 3 个月的培训，已经基本达到企
业用工水平。泽普县德聚仁圣棉布艺有限公司负责
人谢国宏说：“目前企业提供 80 个岗位，按计件发工
资，预计每人月收入能超过 2000 元。”

为了让集中安置搬迁户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桐
安乡还开垦和改良 1 . 85 万亩土地，用作口粮和饲
草料种植。

“搬迁一年来，供电、道路、卫生等问题已得到
有效解决，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加之通过招商引资
解决就业，发展庭院经济促进增收，原本的深度贫
困乡脱贫在即。”桐安乡党委书记王守辉信心十
足。

走出昆仑山，贫困居民迎来人生拐点
新疆移民搬迁安置点见闻：人居环境改善，深度贫困乡脱贫在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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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贵州：金融活水浇灌脱贫致富“金果果”

▲在新疆喀什地区泽普县桐安乡，居民齐尼汗·祖拉力（左三）一家在自家院子中乘凉（8 月 16
日摄）。 新华社记者丁磊摄

复苏的“空巢村”

▲在广西融安县大良镇古兰村古兰屯大棚基
地，村民在嫁接金橘苗(4 月 12 日摄)。

在广西融安县大良镇古兰村古兰屯养牛基
地，68 岁的韦肇翠在喂牛（8 月 18 日摄）。韦肇翠是
养牛基地的饲养员，每个月有 2800 元的工资。

地处大山深处的广西柳州市融安县大良镇古兰
村古兰屯，因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基础设施落后，多年
来村里的年轻人陆续外出务工，古老的村寨失去生机，
渐渐破败，是有名的“空巢村”、贫困村。

2016 年以来，古兰村古兰屯大力发展融安金橘主
导产业，推进“古兰新韵”产业扶贫示范区，打造“示范
区+扶贫”的“古兰模式”。2018 年，“美丽融安”乡村建设
市级综合示范村项目——— 古兰屯建设项目破土动工，
以打造生态宜居乡村、开发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为目
标，推动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有机结合，既保留古村落
的原始风貌，又改善村屯环境。

目前，古兰屯已完成村屯道路硬化，新安装了一
批路灯，修建了花圃、健身场地等，古民居的修缮保
护工作也正在稳步推进。2018 年，古兰屯实现了整
体脱贫，昔日的“空巢村”重新焕发出生机活力。

新华社记者黄孝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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