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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海口 5 月 23 日电(记者凌广志、
夏冠男、罗江)海南白沙县的黎族汉子符小青
这几天说起卖毛薯就开心：仅仅两天，他的
2000斤毛薯就在网上卖光了。而不久前，他
还开着三轮车四处奔波兜售，即使喊出了 8
毛钱一斤的低价也无人问津。

“橡胶和甘蔗价格不好，我就种了两亩毛
薯。如果没有电商，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卖。”正
当符小青一筹莫展时，农村淘宝合伙人符南
腾主动提出在网上售卖他的毛薯。短短两天
里，2000斤毛薯以每斤 1 . 5 元的价格售罄，
不施化肥、口感粉糯香甜的毛薯在网上如此
畅销，让他喜出望外。

其他毛薯种植户慕名而来。符南腾在网
店及微信朋友圈广泛宣传，一周内累计销售
了 5000 多斤，远销北京、上海和广东等地。“烫
手”的毛薯有了销路，消除了种植户的“心病”。

金波乡党委书记吴妹说，白沙黎族自治
县位于海南中部生态核心区，又是海南五个
国家级贫困县之一，住在大山深处的黎族同

胞们不能砍山烧山，农业产业比较单一。“金
波乡生态好，农产品原生态，但就是交通不
便，朴实的老百姓不知道怎么找市场。”当地
干部热切盼望有一条好路子，能让毛薯、山
鸡、土鸡蛋等“养在深闺人不识”的“山货”快
点走出大山。

“解决了‘烫手’山货的销路，也就找到了
一条山区群众脱贫致富的道路。”白沙县副县
长周秋平说。白沙县从去年就开始积极谋划
电商扶贫战略，今年 3 月，白沙县在全省率先
成立了首个县级电子商务产业园，积极引入
淘宝、京东、苏宁等电商平台。

记者在产业园区看到，白沙县政府以购
买服务的形式引入一家电子商务公司，负责
运营各电商平台上开设的白沙农产品网店。
该公司还为当地农产品进行美工设计，精致
的包装上统一运用“白沙生态农业”标识，注
入山水黎乡文化元素，给产品深深烙上“生态
印”“文化印”。与此同时，淘宝的农村战略在
全面铺开，白沙县借用延伸至基层的物流网

络，成立农村淘宝县级服务中心，打造 31 个
农村淘宝村级服务站覆盖全部乡镇。

“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总是能引起消费
者的兴趣。”该电商公司的负责人文正标说。
在电商平台上，白沙“五里路”有机绿茶非常
畅销，宣传广告中一位身着传统服饰的黎家
“茶姑”和一个可爱的黎族小女孩在陨石坑茶
园中采茶，让人印象深刻。

这位“茶姑”是五里路茶叶合作社的理事长
符小芳，她告诉记者，自己 91岁的母亲还在坚
持炒茶制茶，合作社的产品也是用黎族传统手
工制茶工艺生产而成。合作社的社员大多数是
黎族同胞，还带动了周边村庄的 58 名黎族群
众参与种植。借助电商平台，合作社不光卖出
了生态农产品，还把黎族传统文化传播出去，

备受海内外业内人士关注。在近日举办的第八
届“中绿杯”中国名优绿茶评比中，“五里路”有
机绿茶一举斩获金奖。去年，“五里路”有机绿茶
还一次性通过了美国和欧盟的有机认证。

周秋平说，通过电商平台，白沙找到了网

货进村和农产品进城的联系，既挖掘乡村巨
大的消费潜力，又找准网络售卖特色农产品
的方法。从低价对外供应原料到生产高附加
值的成品咖啡，白沙陨石岭咖啡凭借线上推
广打响品牌；橡胶林下放养、以昆虫花草为食
的土鸡“触网”后一度供不应求……在白沙，

越来越多生态农产品借网“飞出”黎族山乡。

白沙县委书记严正说，在全国脱贫攻坚
战的揭幕之年，海南省将电子商务扶贫列为
十大脱贫措施之一。以往的扶贫工作中，政府
往往仅注重产前产中环节的扶持，产后的销
售成为短板，制约了扶贫效果。“发展电商让
产销环节紧密衔接，什么产品卖得好农民看
得一清二楚，该发展什么产业自然也就心中
有数。由市场引导农民调整产业结构，比单纯
的政府号召更有说服力。”
当记者问符小青未来有何打算时，他说，

这次通过电商卖出去不少毛薯，希望下次种
出来能在网上多卖一点，价格能再高一点。这
样他以后才有底气接着种下去。

新华社银川 5 月 23 日电(记者杨稳玺)房
间里，围成一团的村民，正争先恐后地发表见
解。此时，宁夏永宁县望洪镇新华中心村联合
党委书记杨青，一边附和回应，一边飞快地记
录。此刻，这位基层领导干部，就如同一名小学
生，用心思考，虚心好学。

房间的西边墙上，挂满了已经泛黄的黑
白老照片。展示柜里，摆放着过去的粮票、布
票以及各式各样的老物件。记者发现，黑白电
视机、大型收音机等旧式家电坐落在房间东
隅，更有其他“老古董”被安静地摆放在房内
四周。

看到记者的疑惑，杨青笑道：“你不认识
这些东西很正常，它们都是上世纪 80 年代的
老物件！这个是拐尺，做木匠活用的；那个是
毛毡，冬天冷时垫炕用的；这些是笆篓，相当
于今天的收纳箱！”翻看着手中的笔记，杨青
将每一件物品的名称和用途娓娓道来。

一旁的村民感叹：“现在生活好了，这些

东西年轻人已经不认识了！”村民告诉记者，
杨青书记不仅能够辨识这些老物件，而且以
一己之力将这些老物件收集起来，成立了一
个“乡愁记忆馆”。

“您别看这些东西不值钱，但对于不少人
来说，却凝结着过去的记忆，寄托着故土的相
思。”谈及为何建立“乡愁记忆馆”，杨青讲述
了这样一个故事。

去年城乡改建、新村搬迁时，一对 80 多
岁的老夫妇宁可守着自家土房，也不愿搬入
新居。杨青只得登门拜访，经过一再询问，老
两口才指着屋子里的“老古董”泪眼婆娑地
说：“我们舍不得这些东西……”

“当今城乡一体化建设、新农村城镇化已
成为社会发展大趋势，人民的生活明显比过
去大有改善。但对于一些老人来说，在进城上
楼、生活富足后，不由产生了‘乡土情结’，老两
口的事儿就是一个契机。从那时候起，我就想
通过收集过去的‘老物件’，来留住大家记忆中

的乡愁！”
2013 年至今，宁夏永宁县投资上百亿

元，实施涉及 16 . 4 万城乡群众、总面积约
521 万平方米的城镇棚户区改造及中心村建
设。进了城、上了楼，用上了天然气等“洋玩
意”……城里生活，对于每个农民来说，都是
值得高兴的事！虽然不舍，却不得不和过去闭
塞的生活、落后的工具告别。

于是，杨青行动起来。从一开始捡破烂、
扒废墟、四处化缘，到后来乡亲捐赠、政府支
持。如今的“乡愁记忆馆”，已收藏各类物品上
千件，涵盖过去的农业生产工具、生活用品、
有价证券等多个类别。而这间“乡愁记忆馆”，

也让永宁县望洪镇新华中心村成了远近闻名
的“旅游胜地”。

在这里，孩子们瞪大双眼，看着什么都稀
奇，还不停地询问大人，这些是什么东西；青
年们三三两两，不断找寻最佳拍照姿势；老人
们有的沉默不语，只是不断地用手抚摸，静静

地回忆逝去的岁月。
70 岁的老人张卫民用手轻轻地抚摸着

一把已经扭曲的拉锯告诉记者：“现在已经见
不到这东西了！过去我就是用它娶的媳妇、盖
的房子……”一个小男孩看着过去吃大锅饭
时的照片，对自己的父亲说：“过去那么多人
一家，真有意思！”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当今的新农村建
设从过去一味追求物质建设转变为物质文
明 、精神文明并重。2013 年，国家明确提
出———“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
建设思路。在此契机下，一大批以“凝结乡愁
记忆、寄托故土相思”为主题的农村“博物馆”
应运而生。

“现在只能看，不能用，我希望在今后，能
让群众直接使用过去的工具，体验过去的生
活，真正留住大家记忆中的乡愁，让农村优秀
传统文化和人文血脉就此绵延不绝地传承下
去。”杨青说。

凝结乡愁记忆 寄托故土相思
宁夏永宁县有个“乡愁记忆馆”，既留住了乡土情结，又带动了旅游产业

“烫手”山货借网“飞出”黎族山乡
海南白沙县积极谋划电商扶贫战略，让产销环节紧密衔接

新华社乌鲁木齐 5 月 23 日电(记者张晓
龙、熊聪茹)上世纪 60 年代，西北边陲阿尔泰
山下的可可托海，用丰富的稀有金属资源，助
力国家“两弹一星”腾空；如今，在矿产资源渐
渐枯竭后，当年的功勋矿区并未沉沦，而是以
绿色“秘境”、国家 5A 级景区的姿态重新挺
立于世。而它的身上，也承载着一代代人的光
荣与梦想，其中包括哈萨克族矿工哈德尔一
家三代。山川染绿、牧草青青的 5 月，记者走
近可可托海，走进哈德尔家中，聆听功勋矿区
的不死传奇。

原子弹成功爆炸

“柴油哈德尔”无比骄傲

“柴油哈德尔！”对 84 岁的原可可托海矿
务局哈萨克族工人哈德尔来说，这个称呼已
经很久没人喊起。退休快 30 年的他感叹，“能
叫出这个外号的人，不是家已迁出可可托海，
就是永远地走了。”

1950 年，18 岁的哈德尔从 200公里外
的阿勒泰市来到可可托海，加入刚刚成立的
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阿山矿管处，
那是可可托海矿区大开发的开始，也是他职
业生涯的起点。在三号矿脉手选矿石是哈德
尔到矿区工作后的第一项任务。“60 多年前，

在三号矿脉一起采矿的工友超过 1500 人，绿
柱石、海蓝、石榴石……啥宝石没见过！”

4 年后，年轻、勤奋的哈德尔被选拔为技
术工人进行培养，好学的他从苏联专家那里
学来一套过硬的机修本领，专治柴油机各种
疑难杂症，用耳朵就能为重型矿车“听诊”，
“柴油哈德尔”的名号传遍 5 万人的矿区。

上世纪中叶的可可托海有全疆罕见的飞
机场、技术先进的矿区医院、师资完备的技工
学校，在此工作的人没理由不自豪。更让哈德
尔骄傲的事发生在 1964 年，中国成功爆炸第
一颗原子弹，“到那时我们才知道，当年从三
号矿脉手选肩扛出来的矿石为祖国国防建设
提供了珍贵的原料。”1987 年，哈德尔光荣退
休，他没回老家阿勒泰市，继续留在可可托
海。矿区对各种矿石的采、选、冶炼工作一切
如昨，没人怀疑可可托海的明天。

工龄定格 20 年

库玛什心有不甘

“买断工龄！”听到这个消息，库玛什怔住
了。那是 2002 年，40 岁的他正担任矿区电解
铝厂阳极工段副工段长——— 一份厂里最苦的
差事。“高温，最高环境温度能到 90℃；有毒，
铝电解用的冰晶石对骨骼十分不好。原想着
差不多也到了调岗甚至提拔的时候了……”

库玛什自小就有强烈的意愿子承父业，
像父亲哈德尔一样成为 1 名矿区工人。1982
年，他如愿以偿。“定编定岗时，老爷子是 8级
工，每月工资比普通工人多出快一半，各种荣
誉、表彰数不过来。在我们兄妹三人心中，他
就是偶像。”

然而，有一些路不可以重来。1995 年，库
玛什嗅到变革的气息。“矿不多了，以前的邻
居、同事陆续离开可可托海，南迁阜康。”到
2002 年，可可托海的矿山因资源枯竭实施关
停，留在矿区的职工和资产就地重组为新疆
有色金属工业集团稀有金属有限责任公司，
但重组无法让每一个人都留下来。

“不甘心，但都是共产党员，老爷子从没
给单位找过麻烦，我也不能找。”库玛什利索
地办完买断手续，他在矿区的工龄定格在 20
年，比父亲哈德尔少了近一半。离开厂子后，
库玛什握住方向盘，跑起从乌鲁木齐-富蕴-

可可托海的长途汽车，“驾驶一辆 40 座的大
巴，对‘柴油哈德尔’的儿子来说并不难。”

库玛什有着哈萨克人乐观、豁达的天性，
而他也盼来了积极的变化。“这几年坐车来可
可托海的外地人明显多了，他们穿着冲锋衣，

带着大包小包……”

矿区变景区

加那提种下“绿色”梦想

“发展旅游！”对可可托海的未来，哈德尔
的孙子、29 岁的加那提有自己的思考和判
断。2009 年，从部队复员的加那提回到可可
托海，在稀有公司选矿厂驾驶铲车等重型机
械。彼时，矿区的生产主要依靠选矿厂在几百
万吨的尾矿里“淘宝”。“和爷爷、爸爸那时没
法比，矿只能是越挖越少，这是自然规律。”

矿少了，但加那提惊喜地发现，一条通往

东沟的路修好了，许多游客通过这条路欣赏到
可可托海神秘的自然景观，“我们恍然大悟，这
有的不仅仅是矿！”2007 年，当地政府引入社
会资本，大力发掘可可托海生态资源的旅游价
值。曾如无名之璞的东沟，今已成国家 5A 级
景区著名景点额尔齐斯大峡谷。

2013 年，可可托海矿区被国家确定为独
立工矿区改造搬迁试点，矿区综合治理工作开
始启动。来自综合治理工作牵头单位、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环保厅的官员沈志说：“矿区综合
治理将加速可可托海转型，这座功勋矿区的未
来属于绿色。”

去年，可可托海景区迎客超 160 万人次。
加那提更加坚定自己的判断，“矿总有采完的
一天，但可可托海的山和水，只要保护好，就
一直都在。”

“去搞旅游？我当然想过！”为把家乡建设
好，加那提的心里已经种下一个“绿色”的梦想。

资源枯竭后，功勋矿区成了 5A 景区

三代哈萨克人见证可可托海不死传奇

大图：与可可托海镇紧紧相连的三号矿脉（5 月 7 日摄）。 新华社记者赵戈摄
小图：可可托海矿区的哈萨克族老矿工哈德尔（右二）与家人在一起（5 月 12 日摄）。 新华社记者张晓龙摄

新华社成都电(记者胡旭)站在攀枝
花西区稍微高点的小区楼上向北看去，
满眼都是西佛山上盛开的蓝花楹。然而，
这里曾是一片石头山。

攀枝花因矿而生，是一座典型的资
源型城市，多年以来倡导“先生产、后生
活”，即使是像西佛山这样只能开采出普
通石灰石的小山头，在上世纪 90 年代的
顶峰时期，各类采石厂、小土焦、小洗选、
小冶炼也多达数十家。

“露天开采，粗放作业，基本没有什
么环境保护的意识和措施。”攀枝花市西
区环保局副局长徐琰说，从 2005 年开
始，这里先后取缔了污染及落后产能企
业 28家、非法堆场 16家，清理的各种固
体废弃物超过 200 万吨。

然而，即便经过清理，这里遗留的废
弃采场乱石和企业关停后的灰渣污染，
依旧是西区老百姓的噩梦。“西区待一
天，吸进一块砖。”65 岁的周世琼感慨，
那时候西区的空气是出了名的差，白衣
服都不敢穿出门。

脆弱的生态在暴雨季节更是不堪一
击，形成的泥石流一度造成人员伤亡，直
接影响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对西佛山片
区的环境治理必须抓住根本，恢复生
态。”徐琰说。

但要在石头山上植草种树谈何容
易。“多年来我们一直尝试飞播造林，始
终没有成功。”徐琰说，西佛山片区 600
公顷全部属于喀斯特地貌，石漠化和矿
山遗迹叠加，坡陡土少，传统方法起不了
作用。

2009 年底，以开发旅游景区为契
机，西区以 2000 万元财政资金撬动 3 . 5
亿元社会资金，向石头山进军。“没土，就
背土上山；没水，就挖地找水。”西区旅游
产业发展中心主任林志华说，他们先用
工业炉灰铺第一层，再用城市建设弃土
铺第二层，形成堆积土壤。同时挖井，抽
地下水上山。

运到山上的土，平均覆盖厚度有 2
米，部分区域超过 10 米。7 年来，这里已
经累计完成堆土 200 多万立方米。经过
7 年不懈努力，西佛山已改造工矿废弃
场地和石漠化土地近 5000 亩，种植花
卉、水果、乔木等 200 多万株，造林成林
3500 多亩，形成了“月月有花开、天天有
果摘”的特色百果百花园林区。

这个季节，3000 亩蓝花楹正在绽
放，令人心旷神怡。“再也没有人说到西区是吃灰了，搬走的
人好多又搬回来了。”周世琼说，现在她每天都要和老伴儿
上山走一走，既活动了筋骨，又能呼吸新鲜空气。

林志华说，石头山变身花果山，也让资源城市转型找到
新的支点。如今西佛山蓝花楹主题公园年接待游客超过 40
万人次，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就有 1 . 4 万人来赏花，
经济效益初步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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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 版）今年在油品“量价齐跌”冲击下，大庆油田
前两个月亏损 50 多亿元，经济效益同比大幅下滑，但油城
大庆平均每天新增市场主体近百个。大庆市市长韩立华说，
大庆正向汽车装备制造、创新创业、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等
方面持续发力。

新兴产业在黑龙江省产业结构中占比较小，但已成为
全省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成立一年多的哈工大集团营业收
入已突破 3 亿元大关，新吸纳人才 319 人，其中外省非应届
科技人才回省创业 153 人。

黑龙江正抓住航天航空、生物医药、机器人、高精尖焊
接等有基础和前景的产业，优化不合理产业结构，努力通过
产业创新走出一条质量效益更好的新路。

打出组合拳塑造新环境

黑龙江经济的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比重较大的国有
企业体制机制不活是短板。省国资委主任韩冬炎说，全省将
在推进结构调整、破解体制机制障碍、政府职能转变上下功
夫，“该重组的重组、该兼并的兼并、该退出的退出”。

为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5 月初《中共黑龙江省委省
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优化全省发展环境的意见》正式印发，
从为企业减负、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等多方面入手，出重
拳、下猛药，破除体制性短板，释放发展活力。

一些干部介绍，当前部分干部对传统办法轻车熟路，而
对如何运用现代方式加强经济运行管理，却显得观念落后、
能力不足。

黑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杨汭说，全省将把新的发展
理念作为考核评价领导干部的指挥棒，把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情况作为考核指标体系，形成全面落实新发展理念和重法崇
法的考核导向，提升干部应对经济新常态的能力和水平。

针对有些干部不是“干”字当头，而是“怕”字当头的为
官不为问题，黑龙江省将完善容错纠错机制，让干事的人不
受委屈、不背包袱、不受伤害，为敢担当的干部担当，为好干
部创造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

黑龙江：“动车组”效应

驱动全面振兴

新华社北京 5 月 23 日专电(记者姜琳)记者 23 日从恒
丰银行获悉，截至 2015 年底，该行资产总额达 1 . 06 万亿
元，同比增长 26%；2015 年实现净利润 81 亿元，同比增长
13% ，两项增幅在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中表现“抢眼”。

恒丰银行董事长蔡国华表示，2015 年恒丰银行通过全
方位改革调整实现转型，公司治理构架已趋完善，框架搭建
初步完毕，为资产结构再上新台阶奠定了基础。

恒丰银行发布的经营数据显示，该行资产收益得到进
一步提升。金融市场方面，2015 年，该行货币交易市场交易
量增长翻番，融资成本大幅回落，同业存单等新业务规模爆
发式增长；债券承销业务突飞猛进，规模同比增长超 6 倍。
零售及电子银行业务方面，2015 年该行零售客户数同比增
长 80%，中间收入同比增长高达 2 倍。

针对小微、“三农”企业面临的不动产抵押物少、融资难
等问题，2015 年以来，恒丰银行在部分业务中实行“一户一
策”甚至“一户多策”的灵活信贷政策，陆续推出了知识产
权、林权、滩涂使用权等抵质押方式，并通过信贷资产证券
化等方式盘活存量资金。

恒丰银行：灵活信贷政策

助力小微、“三农”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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