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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 月 15 日电(记者马书平)罗圈岩村
是四川广元市朝天区一个典型的高山贫困村，也是广
元秦巴山区易地扶贫搬迁的缩影。最近，记者走进罗圈
岩村，探访了这个村脱贫的过程。

该村 2017 年通过易地扶贫搬迁，有 40 户 126 人挪
出穷窝窝、住上了新房子，走上了致富路。当走到搬迁户
张建民家门口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客厅上挂着习总书
记画像，下面写着“感谢党，让我们过上好日子。”同时，
他还激动地告诉我们：“这种按照一家一户不同情况，给
予精准扶贫的政策值得称赞，扶贫扶到了百姓的心坎
上，感谢党的好政策，是党给了我们温暖的家。”

“搬迁扶贫让我们住上好房子”

罗圈岩村全村 69 户 230 人，其中贫困户有 42 户
139 人，贫困发生率达 61%。该村山多地少，农户居住
分散，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配套较难，贫困程度深。

近日，记者顶着寒风，沿着嘉陵江北上，在离开广元
市区 20 多公里后，从江边过桥，沿着盘山公路就慢慢走
进了这个过去不起眼的小村庄。刚过大桥，记者看到一
块“向贫困宣战 向小康迈进”的大牌子树立在公路边。
这个村所在的乡党委书记董清梅说：“这次脱贫攻坚没
有退路，必须做好。我们树这块牌子就是展现我们坚定
的决心，与群众一起向贫困宣战，早日实现小康。”

“要脱贫，先修路。在罗圈岩建集中安置点以来，我
们用了两个月时间在岩石上把原来只有 3 米宽的公路
扩成了一条 6 米宽的高标准乡村旅游示范路，把过去
这与我们难以联系的贫困村与外界联系在了一起。是
呀，一座桥和一条路让‘天堑变通途’，让贫困户走上致

富路。”董清梅说。
在集中安置点广场上，记者看到“云顶人家 罗圈

岩村欢迎你”几个大字，再往远处一看，40 幢新房依山
而建，错落有致，青瓦白墙，门前庭园，菜苗郁郁葱葱，
犹如世外桃源。在村民杨洪顺家，记者看到这是新的搬
迁房，三室一厅一厕一厨，三口人，74 平方米，有线电
视、无线网络、自来水、照明电器一应俱全。杨洪顺说：
“从修房子开始至搬进来，我们既是建设者也是监督
者，房子质量、安全上我们很放心，住着很踏实，我们搬
迁进来很满意。”杨洪顺还说：“就连一个正在上小学四
年级叫侯敏的孤儿也按照政策给她建了新房子。”

董清梅介绍，这几十户都是从附近山上搬迁下来
的，离这里从两三公里到七八公里不等，但都是交通不
便，就地脱贫很难。易地扶贫搬迁确实投入大，但只有
这样才能解决他们长期的出路。

“产业支撑让我们奔上致富路”

记者看到在每家每户的搬迁房子前面，有一大片
的田地。朝天区以工代赈办副主任龙江介绍，这些田地
是置换过来的，有 200 多亩，按人均两分地分配，主要
让每家每户种点蔬菜水果等，确保每户群众平日的蔬
菜能自给自足。

村干部介绍说，仅有土地还不够，还要有稳定收
入，最重要的就是产业扶持。离集中安置点不远处，步
行 5 分钟就到了罗圈岩季源养殖场门口，记者看到“季
源养殖”大牌子树在山坳间，很醒目。正碰上贫困群众
张福雄赶着近千只羊。他说：“我既是养殖场的股民，也
在养殖场务工，像我这样的情况有 12 户，务工收入一

年近两万元，每年入股分红 2000 元以上。真正实现了
‘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的目标，我们日子会越来
越好。”

该村为实现早日脱贫奔康，立足海拔高、气候好、
生态美、离城近等自然资源禀赋和地理位置优势，大力
发展特色农业和乡村旅游深度融合，引进北京中亿投
资开发有限公司等 3 家公司，流转土地 500 亩，种植高
山露地绿色蔬菜 300 亩、观赏荷花 100 亩、车厘子等小
水果 100 亩，修建黄羊、土鸡养殖小区。

董清梅说，仅这一项就解决搬迁农户就地务工 42
户，可实现人均增收 5000 元以上，产业扶贫的作用正
在显现。

“设施全让我们开启好日子”

在罗圈岩村村委会，记者看到该村委会建的小楼
共两层，一楼是“大数据+易地扶贫搬迁”，主要有“益农
信息社、‘互联网+’易地扶贫搬迁、便民服务代办站”等
功能。通过这些平台，实现了党组织、党员、群众之间互
动，确实为群众提供各种惠民服务并通过电商平台销
售农特产品，助力了群众增收。二楼主要是党群公共服
务中心，设有卫生室、文化室、办公室等公共设施，运行
有序、制度健全。这里工作人员介绍，主要做好手机移
动端服务，如帮助群众销售土特产，如花生、木耳、面条
等，去年每月为群众销售 1 万余元，让搬迁群众一步进
入“互联网+”时代。

在搬迁户新居前面，记者看到每家都有一块三米
见方的小菜园，都种着各种蔬菜。村民张文贵说：“为了
我们日常生活有蔬菜吃，给每家都配套了小设施。我今

年种点小白菜、卷心菜等，够全家日常吃了。”
记者看到，在村路中间有观赏荷花，上百亩的荷

花池成了风景带。村民说：“每年 5-9 月，这里荷花盛
开，煞是好看，游客络绎不绝。我们不仅仅有收入，更
重要的是带来了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

虽然该村目标是 2018 年全面脱贫，但 2017 年
各项硬件已全面完成，剩下 2 户 13 人脱贫摘帽指日
可待。

在调研过程中，记者看到，这里的村民脸上洋溢
的微笑是发自内心的，是精准扶贫的好政策让他们
绽放出久违的笑脸。

而让记者难忘的还有董清梅等扶贫干部那辛苦
奔波的身影，扶贫干部很不容易，每天都奋战在扶贫
一线，是他们把扶贫政策变成具体的惠民行为，让记
者内心充满着敬意。

广元市委书记王菲表示，在罗圈岩村移民搬迁
过程中，我们认真落实“六化四好(房前屋后庭园化、

村落民居整洁化、产业发展特色化、公共服务体系
化、基层治理法治化、新风培育常态化。差易化搬迁
规划好、规范化建设住房好、多元化发展产业好、文
明化新风生活好)”，同时，严守“两线”，坚持政府主
导、群众自愿、统规统建，按照“小组微生”(小规模、

组团式、微田园、生态化)的建设理念，配套建设基础
设施，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产业促就业，按每家
每户的不同情况来综合施策，让每家每户搬得出、稳
得住、能致富。

2017 年全市完成易地扶贫搬迁总投资 23 . 4
亿元，搬迁安置建档立卡贫困户 11930 户 39524 人。
到 2020 年全市确保全部脱贫，进入小康生活。

“扶贫扶到心坎上，党给了我们温暖的家”
四川广元市罗圈岩村易地扶贫搬迁侧记

新华社西宁电(王金
金、王鹏)隆冬时节的青
藏高原，高山被积雪覆
盖，牧场周围一片静谧，
然而祁加生态畜牧业合作
社内人头攒动，牧民们身
着多彩的民族传统服装，
2017 年度合作社分红的
激动时刻即将到来。

“一社分红 7 3 万
元，二社分红 44 万元，
三社分红 52 万元……”
祁加生态畜牧业合作社理
事长松吉加告诉记者，今
年他们合作社的分红金额
达到 345 万元。

祁加生态畜牧业合作
社位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
治州共和县切吉乡，所在
的祁加村是一个完全牧业
村， 2015 年被认定为省
级贫困村，全村共有 513
户人家，其中建档立卡贫
困户占五分之一。切吉乡党委书记华旦俄日说：
“在祁加村搞生态畜牧业合作社，是引导贫困村
脱贫致富的有效尝试。”

从 2013 年开始初步实施生态畜牧业合作机
制，到现在建立规模化生产、科学化管理的生态
畜牧业合作社，该社现已成为饲草料种植-牛羊
养殖贩运-畜产品初加工-市场营销为一体的省
级草地生态畜牧业示范社。

牧民斗周加告诉记者：“今年我们组 30 户
人家总共分红 47 万元。”他说，加入合作社，

采取草畜折价入股、集中养殖放牧的方式后，他
有了足够的时间外出务工、照顾家庭。他介绍，
自己今年靠外出务工的收入就有 3 万元，而在加
入合作社之前，他家全年的收入还不足 1 万元。
“这让我对生活有了更多盼头。”

据了解，像斗周加一样加入合作社的当地牧
民共有 250 户，现已完成对耕地、草场、牲畜等
生产股份制整合、牛羊分群放牧、资源优化配置
等工作。同时以草定畜、种草养蓄为突破口，实
行藏羊高效养殖技术推广应用，转变生产经营方
式，实现了高效、增收的致富目标。

“我觉得通过加入合作社，我们村的凝聚力
和积极性比以前更强了。”牧民朝加说。在合作
社内，通过合理分工，社员们放牧、养殖、种植
各司其职，解放了剩余劳动力。松吉加介绍说，
通过合理分工，村里的生产效率比以前有了大幅
度提高。

据青海省农牧厅副厅长马德清介绍，青海作
为全国首个草地生态畜牧业试验区，从 2014 年
至今，青海省生态畜牧业合作社实现了牧区和半
农半牧区全覆盖，在全省 100 个试点合作社中，
79 个已经基本完成股份制改造。目前，生态畜
牧业合作社已成为牧区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和有
效手段。

朝加说：“现在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我最关
心的是孩子的教育问题，希望通过教育拓宽孩子
的视野、学有所成，用知识武装自己，在致富道路
上越走越好。”

山
村
分
红
日
像
是
过
大
节

青
海
牧
区
贫
困
村
合
作
社
带
领
村
民
增
收
致
富

“一社分红 73

万元，二社分红 44

万元，三社分红 52

万元……”祁加生态

畜牧业合作社理事

长松吉加告诉记者，

今年他们合作社的

分红金额达到 345

万元

新华社海口 1 月 15 日电(记者柳昌林、罗江)在海
南省三亚市天涯区立新村，帮扶干部天涯区农林局工
作人员谢正强拿出手机，往贫困户陈明详家门口的二
维码一扫，他家的产业扶贫、惠农补贴等帮扶记录清晰
可见。

去年以来，三亚市探索建设精准扶贫数据库管理
系统。这个系统能动态跟踪帮扶措施的实施，及时督导
和提示，简化工作流程，成为扶贫干部的智慧“秘书”。

“过去入户得带着一摞资料，还要挨个和各部门打
电话协调落实帮扶措施，现在动动手指就能搞定。”如
今，谢正强每次下村的第一件事，就是用手机登录扶
贫系统 APP ，核实贫困户帮扶措施落实情况，落实
到位即可点击确认。

三亚市精准扶贫数据库管理系统，包含全市 2000
多户、1 万多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近三年家庭情况、健康
状况、生产生活资料等信息，可随时核对更新。

系统还整合财政、教育、卫计、住建、民政等部门的
扶贫工作数据，打破过去部门间信息条块分割。各类扶

贫数据精准匹配每个贫困户，实现对全市贫困人口、巩
固提升人口的精准化动态跟踪管理。

登录该系统，大到全市产业扶贫、危房改造、医疗
保障等工作总体进度，小到每个贫困户家里有几亩地，
谁上学、谁患病都一目了然。

“通过一项项数据，能了解脱贫措施是否到位、项
目实施进度是否正常、帮扶干部是否负责，真正做到精
准扶贫。”三亚市扶贫办专职副主任张磊说。

除了精准识贫，系统还能“把脉开方”，根据信息识
别致贫原因，并匹配一套帮扶措施，指导各级帮扶单位
和干部科学帮扶。

两年前，育才生态区那受村村民苏祥海因交通事
故颈椎骨折，举债数万元治疗。2016 年，他被认定为建
档立卡贫困户。系统分析出苏祥海“因病暂失劳动力、
缺少发展资金”等致贫原因。通过靶向扶贫，系统最新
数据显示，他家人均纯收入远超贫困线，各项指标均满
足脱贫条件。

在扶贫物资发放时，扶贫干部登录系统，扫描贫困

户身份证，系统会自动识别并将物资自动匹配到贫困
户名下。发放的数量和品种现场拍照，直接录入系统，

省去统计和上报环节。

根据制定好的贫困户脱贫计划，系统还会在发放
补贴、签订扶贫项目入股协议和发放分红等重要节点，
提示帮扶责任人入户工作，帮扶责任人可使用打卡功
能留下记录。

“物资发放功能，不仅提升了工作效率，还保证发
放过程公开、透明、可追溯。”张磊说。

系统还使帮扶干部从繁杂的材料填写中“解放”出
来。那受村第一书记吴逸说，贫困手册填写时如出现遗
漏、填错，重新抄写工作量很大。现在可直接在系统上
修改，按照手册格式打印。

系统还具有反馈功能。三亚市信息化基础设施投
资建设发展公司董事长助理马强介绍，帮扶责任人若
发现帮扶措施未按计划落实，可通过 APP 直接反馈到
系统中，系统会发送信息提示跟进处理。若超期未处
理，信息将反馈到市扶贫办，进入工作督导状态。

一扫码“门儿清”，入户不用再带一摞资料
三亚精准扶贫数据库管理系统成为扶贫干部的智慧“秘书”

一村一品

香菇富农
 1 月 10 日，在新余市欣欣荣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工作的建档立卡贫困户高发根在采摘香菇。

近年来，江西新余市渝水区坚持“区级主导，乡镇主
抓，企业主营，贫困户参与”的做法，努力打造“一乡一
业，一村一品”的扶贫产业发展模式，帮助贫困户脱贫。

新华社记者宋振平摄
 1 月 12 日，红星村群众在香菇生产基地培育

食用菌袋。 2017 年 5 月，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汉王
镇红星村成立了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全村 651 名村
民土地 100% 入股到土地合作社，土地合作社土地
100% 流转到新型经营主体。红星村引进食用菌等生
产项目，初步实现“村有一业、户有一工、人有一
股”的目标。贫困群众找到了稳定增收脱贫的路子。

新华社记者陶明摄

新华社武汉电(记者侯文坤、罗鑫)依托乡村资
源，打造乡村美景、凸显乡村风情、带动乡村转型，
去年湖北省乡村旅游带动旅游扶贫投入 20 多亿元，
直接带动 4 . 3 万户、 25 万多名贫困对象增收，实现
人均增收 5000 元以上。

据湖北省旅游委介绍，湖北旅游与农业农村进一
步融合发展，乡村旅游产业规模增长强劲，形成了一
批乡村赏花、避暑度假、采摘、民宿等旅游产品，延

伸了产业链条，助推了农业转型、农民就业增收和农
村繁荣。

据估算， 2017 年，湖北省乡村共接待旅游者约
1 . 9 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约 1600 亿元，增长明
显。全省 730 家旅游景区和乡村旅游企业还对口帮扶
了贫困户 6333 户，帮扶贫困人口 13267 人。

据了解，下一步，湖北将以培育旅游体验经
济为产业发展方向，以文化生态旅游大产业为引

擎，推动传统种植养殖农业向现代休闲农业升
级、传统生存型农业向现代体验型农业转型、传
统物质农业向现代文化农业升华。力争到 2 0 2 0
年，把乡村旅游打造成湖北省乡村振兴的重要产
业 、美丽乡村的有效载体 、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
和旅游业的支柱业态，为贫困区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提供更强劲动能，帮助更多贫困区群众实
现增收脱贫。

“乡村游”带动湖北 25 万多贫困人口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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