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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海口 3 月 2 日电(记者柳昌林、邓
华宁)在海南省临高县临城镇美台扶贫点，海
南天地人生态农业公司种植的蜜柚一望无
际，郁郁葱葱。公司负责人王中青说：“投身农
村产业扶贫，公司发展的天地很宽阔。”这家
有着丰富农业开发经验的民企，目前在全省
规模化种植蜜柚、菠萝等水果面积超过 2 万
亩，带动了大批农民致富。

近年，海南出台配套政策，调动民营企业
参与产业扶贫，提升扶贫的精准性和长效性。
截至目前，全省已有近千家民企参与到扶贫
工作中，惠及 1000 多个村组近万个贫困户。
高大的厂房里，一排排塑料桶中，饲养着

手掌大小的“海南虎纹捕鸟蛛”。这些蜘蛛是
当地产的毒蜘蛛，毒素经过提炼加工后，具有
祛风湿、治疗瘫痪等多种功效，市场需求旺
盛。五指山大山深处的一个山坳里，记者参观
了佳裕生物开发公司建设的一个热带蜘蛛饲
养基地。

基地负责人介绍，2016 年基地参与政府
推广的“公司+合作社+建档立卡户”的生产
模式，成立贫困户合作社，吸收 446 户建档立
卡贫困户参与蜘蛛养殖。企业与合作社签订
了产销、养殖、收购等合同，在种苗、技术等方
面大力扶持。通什镇的 46 户贫困户社员去年
收益都不错，其中黄谢东一户养殖蜘蛛 2300
多只，家庭人均年收入达到 3 . 2 万元。

目前，养殖基地已经招收了 400 多个农
民，每天上班 8 小时，每月 2000元工资。因为
市场成长很快，公司打算再扩建 2个厂房。公
司承诺，合作社社员第一年分红不低于 5000
元，第二年分红不低于 1 万元，多种收入让脱
贫致富指日可待。

“贫困户往往是致富能力不强、游离于市
场之外的群体，而农业龙头企业发展最大的
瓶颈是规模化不够。”佳裕生物公司负责人梁
鹤耀表示，“企业+合作社+贫困户”的模式，为
贫困农户提供就业岗位，激发了他们致富的

欲望，还能帮助企业扩大生产规模。

海南省工商联秘书长黄琅说，以往民企
多是捐款捐物“输血式”扶贫，现在力推“造血
式”产业扶贫，这样更长效，具有双赢性、可持
续性。

产业扶贫离开企业不行，可是单靠企业
也不行。海南省各级政府按照国家的要求，出
台一系列鼓励企业参与扶贫的优惠政策，包
括信贷贴息、财政扶持、税收减免、优先保障
扶贫项目用地等，大幅降低企业扶贫成本。

王中青说，去年临高县政府与公司洽谈，
希望公司通过发展产业带动波莲镇脱贫。当
时公司董事会有顾虑，担心承担不了这个重
任。波莲镇有 850 多户、3835 名贫困人口，是
有名的贫困镇。

临高县委书记李江华说，县里对波莲镇
的脱贫方案进行了创新，建立政府、公司和合
作社共同承担风险，利益贫困户均分的机制。

政府将扶贫资金 2300 万元支付给贫困户，贫

困户将该笔资金委托公司运营 15 年，每年按
照一定比例返还给贫困户。政府在贷款贴息、
土地征集等方面给企业支持。

有了政府的支持，天地人公司去年租用
了波莲镇 800 多亩土地，全部种植市场旺销
的红心蜜柚，今后规模要达到 2000 亩。波莲
镇建档立卡贫困户去年已经获得土地租金、
扶贫返还两笔收入，红心蜜柚种植后，还将获
得打工收入和分红收益。

海南翔泰渔业公司从事水产养殖，连续
几年销售额达 10 亿元，带动了 3 万多农民就
业，其中包括 500 多户贫困户。公司董事长刘
荣杰说，翔泰有 5 亿元低息贷款。利用这笔优
惠的贷款，翔泰为 4000 多户养殖户赊销鱼
苗、饲料等农资，尽管翔泰每年承担了 700 多
万元的赊账利息，但公司组织农户养殖有了
稳定的货源，占领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市场。
“农业风险大，农民资金少，低息贷款对脱贫
攻坚尤为重要。”

海南调动民企参与“造血式”扶贫
提升扶贫精准性和长效性，企业与贫困户双赢

新华社拉萨电(记者薛文献、白少波)初
春，拉萨市曲水县阳光和煦，杨柳吐绿。拉萨
河河畔的三有村偶尔一阵爽朗的笑声，飘过
白墙红檐，空气中弥漫着牛羊肉的香味，家家
户户都在忙着烤羊头、炖牛肉。

2月 26 日，藏历十二月三十，全村 700
多名群众在自己的新房里，迎来搬迁后的第
一个藏历新年。

三有村坐落在曲水县达嘎乡，是西藏首
个易地扶贫搬迁点。新村里，黑白相间、特
色鲜明的藏式楼房错落有致，水泥路铺到家
家门口，户户房顶上飘扬着鲜艳的五星红
旗。

一年前，这里还只是铁路边的一片乱石
滩。去年 3月，装载机、挖掘机、水泥搅拌车开
进了施工点。从工程奠基、土地平整，到一座
座院落拔地而起，仅用了 3 个月时间，184
户、712 名贫困群众就乔迁新居，成为易地搬
迁首批受益者。

走进村民尼玛次仁的新家，藏式家具整
洁地摆放在客厅里，藏柜上一盆菊花开得正

艳，卧室、厨房、储藏室加起来有 140 多平方
米。尼玛次仁说，靠自己每年外出打工，恐怕
二三十年也不一定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脱贫攻坚，重在精准。达嘎乡脱贫攻坚指
挥部，为全乡 311 户 1075 名贫困人口，建了
4 种颜色的扶贫档案。达嘎乡乡长毛鑫告诉
记者：“绿色为扶贫低保户，红色为纯低保户，
黄色为五保户，粉色为一般贫困户。”

曲布村的扎西多吉 61 岁了，半辈子积
蓄，因为女儿的一场病打了水漂。“为了给女
儿治病，卖掉了唯一的房子，还卖掉了牛羊，
只剩下几亩地。”搬进新房后，他老感觉自己
在做梦。

普琼是茶巴拉乡色麦村人，以前的房子
建在山脚下，田地在山坡上，全家 6 口人日子
过得紧紧巴巴，“一方水土养不了一家人，不
搬，哪来的出路？”

搬出了“穷窝”，如何拔掉“穷根”？尼玛次
仁在搬进新家后，很快就找到了答案。曲水县
借力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建设，对搬迁点规
划了居住区、生活区、商业区、产业区，配套了

奶牛、藏鸡养殖、药材种植等产业，开发了商
品房，让搬出来的群众有事干、能致富。

33 岁的尼玛次仁如今当选为村临时党
支部委员，负责管理奶牛养殖合作社。他说，
83 名群众在合作社就业，有稳定的工资。到
年底，合作社经营收入，给全村分红，每人可
得 3000 多元。

除了在家门口做事，村民们还通过培训，
在县城或者拉萨的商场、医院、企业等，从事
保洁员、销售员、驾驶员、保安等工作。

“有房子、有产业、有健康，是贫困户最热
切的期盼。”毛鑫说。

针对不少群众因病致贫问题，三有村建
设了一个集医疗、预防、保健为一体的卫生
室，配备了常规医疗设备，有丰富从医经验的
医师定期坐诊。卫生室医生门丹蕊说，卫生室
可以通过互联网医疗平台，为重症、疑难杂症
病人提供远程会诊。

此外，三有村每个村民都参加了医保，在
哪一级医院就诊，都可以按比例报销。尼玛次
仁说，去年姨姨治病花了 6 万多，全都报销

了。
居者有屋，勤者有业，病者有医，劳者有

得。尼玛次仁高兴地说：“包括我自己在内，村
里人都脱贫了。我们打心眼里感谢党的好政
策。”

扶贫搬迁点从开建到建成新村，达嘎乡
党委原副书记、三有村临时党支部第一书记
索朗央吉和村里的党员们一起制定产业发展
规划，组织群众培训就业，丰富村民文化生
活，成为困难群众脱贫致富的主心骨。

当索朗央吉调离三有村的时候，全村男
女老少都来送行，为她献上一条条哈达。71
岁的老阿妈娜多眼含热泪，拉着她的手久久
不放：“你这么好的姑娘，把大家当亲人一样
照顾。能不能别走啊。”

拉萨市扶贫办主任李海云说，拉萨市在
三有村建设过程中，坚持搬迁和就业同步推
进、城乡协调发展，积极构建企业、致富能
人、合作社与贫困户利益联动机制，“输血”
与“造血”相结合，创造了易地扶贫搬迁的新
模式。

三有村新“三有”：有房有业有医保
解码西藏首个易地扶贫搬迁点

据新华社福州电
(记者巫奕龙 )深山
里，茂林修竹中，一座
墙有裂缝的土房，几
处随意搭盖的木棚。

就在这个没水没电的
地方，闽西老区龙岩
市新罗区东肖镇后田
村村民陈荣生住了
36 年。53 岁的他原
本打算就这样过下
去。

“让我来帮助你
好吗？”漆黑的竹林
里，龙岩挂钩扶贫干
部刘永政对结对帮扶
对象陈荣生说。“我帮
你向政府申请经费重
建山下的房屋，你下
山来过好日子。”

按精准扶贫政
策，陈荣生可得到
3 . 1 万元补助，建 25
平方米住房。在此基
础上，刘永政捐资
5000元，发动陈荣生
兄弟姐妹等捐助，凑
了约 3 万元，建了厕
所、厨房等附属设施。

刘永政千方百计
让陈荣生下山的故事
传出后，许多人自发
出钱出力，送衣被粮
油。民营企业家林玉
营捐助 5000 多元，为
新房配齐了家具和液
晶电视。

今年 1 月 22 日，陈荣生终于下山了，住
进了充满爱心的新居。

下山 1个多月，陈荣生逐渐适应了山下
生活，但不时还会上山小住。刘永政意识到，
要让陈荣生真正下山，当下最紧迫的，是让陈
荣生掌握一技之长，发展生产，增加收入。

刘永政和驻村干部温宇弘出资让陈荣生
养鸡，还找好了销路，但由于喂养管理不当，
30 多只鸡苗折损殆尽。

最近，刘永政又出主意，想让陈荣生种百
香果。陈永生却说：“不能只帮我一个人，其他
贫困户也要帮。”于是，在刘永政和镇村干部
帮助支持下，后田村扶贫种养合作社成立了，
还注册了“陈荣生扶贫百香果”商标。目前陈
荣生已受让 3 亩即投产的百香果园，村里其
他贫困户也准备入社。

连日来，陈荣生在果园里锄草，产品还没
上市，已被关心他的社会人士预订一空。

后田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89 年前，“农
民知己”邓子恢在这里打响了福建农民武装
暴动第一枪。刘永政正在谋划租用陈荣生的
竹林建红色培训基地，模拟再现后田暴动情
景，聘陈荣生为野外生存拓展训练教官。

“这个项目万事俱备，就等荣生点头同
意了。”与陈荣生亲如兄弟的刘永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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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管饱，富靠人：“陕北枣王”科技扶贫路

据新华社西安 3 月 2 日电(记者郑昕)
“陕北枣王”“土专家”“枣树医生”“脱贫带头
人”……这些名头指向的都是同一位枣农，他
同时也是一名科技特派员。他的科技成果，都
在位于陕西佳县的 30 多亩红枣丰产技术示
范点乃至全县逾 80 万亩的枣园里。

陕西省榆林市佳县位于陕北黄河沿岸，
气候条件适宜优质红枣生长。“只要树上有枣
就饿不死人”，这是佳县老百姓的一句俗话。
枣林沟、枣树坪、枣树梁等地名，就是世世代
代佳县人把希望拴在枣树和红枣上的证明。

靠种枣维持温饱，这在当今已不成问题；
而靠种枣脱贫，则是这些年来当地群众的新
需求。佳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在这
个民歌《东方红》的诞生地，红枣作为主导产
业，少不了脱贫的“能人”，武子生则是这些
“能人”中的名人。

记者见到武子生时，他正在合作社的有
机红枣生产基地里给 10 多名社员授课。“别
看现在是枣树休眠期，枝子剪不好，秋来别想
打下好枣。”

喝着黄河水长大、如今 50 多岁的他，对
红枣的感情深厚。凭着世代种枣经验加上反
复实践，武子生年轻时就总结出管理窍门，自
家枣园的产量和质量总是好于旁人。对此他
并不守口如瓶，而是乐于把自己总结出的技
巧传授给乡亲。在他的动员之下，他所在的武
家峁村从上世纪 80 年代就新栽红枣 1600
亩，实现了全村耕地面积的枣林全覆盖。

武子生的“出名”还与一次病虫害防治有
关。2013 年，对枣树伤害极大的“绿盲蝽”虫
害袭击佳县。“那年全县枣歉收，和‘绿盲蝽’有
很大关系。”武子生通过跟踪观察枣树叶片，
不断比对找出办法，选择适合的农药和喷施
方法展开防治，取得不错成效。他也因此被县
上安排为枣农进行技术培训，与佳县数千名
枣农和周边的枣业大县共享“防病秘籍”。

摆脱了病虫害的威胁，武子生随后与当
地红枣产业办、红枣工作站等机构共同开发
了 30 亩的“强力降高塑形”丰产技术示范点，
这种新技术将枣树的优果率提升 1 倍。到
2016 年，这一丰产技术已推广到全县 8个乡

镇 50个行政村的 3 万亩枣园，每亩能增收
2000 元左右，并顺理成章地获得了“陕西
省科学技术成果”的认证。

通过技术推广和虫害防治，武子生带
动了神木县、佳县、临县(位于山西省)和吴
堡县等黄河一线枣产区共 5858 户 18750
名贫困群众脱贫。

在产业化经营上，武子生于 2007 年就
带领本村村民成立枣业合作社，注册“千年
油枣”品牌，对红枣产品统一包装、统一标
准，并建立电子商务服务平台销售红枣。目
前，这家合作社集科技示范、技术培训、加
工销售为一体的现代红枣基地，已累计为
武家峁村增收 300 万元，直接带动村里 32
户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实现脱贫。

“枣子要卖上价钱，除了品种、技术改
造，还要在深加工上做文章。我们已研制出
红枣酒和红枣醋的技术规范，工厂也在建
设。”面对市场需求的多样化，武子生觉得，
只有紧跟市场，延长红枣产业链，才能在今
后给广大枣农带来更大的收益。

▲ 3 月 2 日，武子生（左二）在修剪枣树枝。 新华社记者邵瑞摄

新华社哈尔滨 3 月 2 日电
(记者陈国军、王建)“媳妇又回
来了，高兴！有干劲，有奔头
啊！”面对记者的一串提问，齐
金明两句话就将记者“打发”
了，引得一屋子人哈哈大笑。

2 月底，小兴安岭南端的
黑龙江省绥棱县还是白雪皑
皑，寒风刺骨。走进后头乡十五
井村贫困户齐金明的新房，阳
光透过宽大的窗户照射进来，
暖意融融。

坐到炕头上，齐金明打开
了话匣子。

2010 年，近 50 岁的齐金
明看到村里人在外地承包水
田挣了钱，直着急。他四处借
贷，硬是在外地包了 280 多亩
水田。不料，当年受灾，一下子
赔了 20 多万元。

一屁股债，让齐金明心急
上火，落下了高血压、心脏病。

“自那开始，家里就没消
停过。尤其是过年时，讨债的
就像赶集一样，人都快逼疯
了。”齐金明的妻子尤丽华一
边说一边抹泪。

2012 年 11月，尤丽华狠
下心投靠亲戚去济南打工。

媳妇外出打工，让齐金明
多少有点像霜打的茄子。一个
人住在歪斜破旧的泥草房里，
靠打点零工和经营自家 7 亩地
为生。

转机出现在 2015 年底。根
据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
神，绥棱县开展贫困普查，通过
建档立卡，齐金明被认定为因
灾、因病致贫的贫困户。

2016 年新年刚过，十五井村党支部书记董敏就风风火
火地找到齐金明，鼓励他种植食用菌黑木耳。

“一没资金，二没技术，三没场地，怎么发展？”齐金明回
想起包地的经历，打了个冷战。

“技术员从县里请，全程指导；你房前屋后这么大地块，
不就可以发展吗？”董敏苦口婆心地说，资金可以利用县里
的扶贫贷款风险补偿金，每个贫困户贷款额度 8 万元，年利
率 4 . 35%，周期 5 年。

一场对话，点燃了齐金明通过种植黑木耳致富的希望。
在县上、村里和技术员的帮助下，齐金明贷款 5 万元，买了
3 万袋食用菌棒，摆满了房前屋后。

看着齐金明忙得顾不上吃饭，董敏与尤丽华联系。“你
们家成了扶贫对象，县里有优惠扶贫政策，但必须你回来一
趟，才能享受政策。”

尤丽华又回到十五井村时，正值 5月，黑木耳刚刚破袋
生耳。“看着黑压压一大片木耳，感觉又有了奔头，我就留了
下来和他一起伺候黑木耳。”

笑容又写在齐金明的脸上。2016 年，3 万袋食用菌喜
获丰收，除去成本，还纯赚了 4 万多元。“高兴啊，媳妇也回
来了，外债也还上一部分。”

重燃生活希望的齐金明一不做二不休，在泥草房旁边
建起了 70 平方米的新房。

齐金明说，政策好啊，国家泥草房改造补贴了 1 万元，
县里给泥草房改造的贫困户另外补贴 1 万元；干部好啊，县
委书记就来了好几趟，村支部书记还借给他 2 万多元。

“要是去年搞 4 万袋，盖房钱自己的就够了。”齐金明话
音刚落，董敏就接过话茬说：“那今年就上 4 万袋。”

“不行！不行！”齐金明一边看着妻子摆着手，一边指着
窗户后边一处低矮的泥草房说，今年他花 2000 多元买下了
这处弃用的宅基地，准备用来种植黑木耳。

“还留一手？”记者笑着问道，齐金明哈哈笑了起来。那
笑声充满了自信、充满了希望、充满了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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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石家庄电(记者曹国厂、骆学峰)陕北贫困山区
曾经的放羊娃崔应国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不仅因“羊”而富，
而且以“公司+农户”的经营模式，带动 10 多个乡镇 700 多
农户、养绒山羊 10 万多只。

现年 43 岁的崔应国出生在陕西省子洲县老君殿镇南
坬村，12 岁就开始跟着家人放羊。16 岁初中毕业后，开始
了“职业”放羊生涯。然而，每天“紧紧跟着羊群转”的生活单
调而枯燥，崔应国不甘心像爷爷和父亲那样守着羊群过穷
日子。他一边放羊，一边琢磨出路。

1991 年，18 岁的崔应国听说河北省清河县是全国出
名的羊绒集散地，那里的人不仅依靠羊绒富起来，还把羊绒
卖到国外。于是，他按 80元一斤的价格“赊购”乡亲们 1000
多斤羊毛，到清河贩卖。在那个万元户还比较稀缺的年代，
崔应国一次就赚了 4 万多元。

“当时哪见过那么多的钱？揣着羊毛款从清河返回老家
的路上，我一路都提心吊胆。”崔应国说，他返乡后迅速扩大
养殖规模。随后，他一边养羊，一边贩卖羊毛，往返于子洲县
和清河县之间。

如今，崔应国在清河县建起了集绒山羊养殖、分梳、染
色、纺纱、针织于一体的大型集团式生产企业，拥有分梳羊
绒、梳长绒、粘毛机、开松机等 4 项国家专利，还从清华美院
聘请了设计师，组建了自己的设计研发团队，不仅在山东、
河北、北京、上海等地建立 36 家专卖店，而且产品还出口德
国、英国、意大利、瑞士等国家。

致富之后的崔应国虽然已经落户清河，但他没有忘记
家乡的乡亲。为保证羊绒产品质量，他投资 2000 多万元在
清河县建起了 160 亩的优质绒山羊繁育基地，与陕西、河北
的高校合作，将培育出来的优质种羊，送到陕北老百姓手中
饲养，再以每公斤高出市场价 60元的价格回收羊毛。这种
“公司+农户”的经营模式，既优化了羊群质量，也带富了一
方百姓。

目前，崔应国在陕西子洲县、靖边县十多个乡镇带动
700 多个农户，养绒山羊 10 万多只。“羊毛、羊绒、羊肉、羊
皮全是钱，就连羊粪都能做有机肥出售。如果一家四口养
100只绒山羊，一年可赚 10 多万元。”崔应国说。

“老君殿镇目前还有 131 户、222 名贫困人口。”老君殿
镇党委书记延洋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绒山羊是他们那
里山区百姓脱贫致富的主渠道之一，崔应国不仅从养殖方
面回馈家乡，早在 2006 年，他就为家乡捐资 25 万元，建设
了一所希望小学。2007 年开始，他每年拿出 15 万元帮助老
君殿镇中学的贫困学生，奖励优秀教师；每年出资 4 万多
元，为家乡养老院的 30 多名孤寡老人发放米面食用油等生
活用品。2015 年，崔应国被评选为“子洲好人”。

“放羊娃”因“羊”而富

带动农户发“羊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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