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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贵阳 5 月 14 日电(记者王新明、施钱贵、马
卓言)谈起运用大数据识别贫困户的事，贵州省黔西南
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驻村干部周军仍记忆犹新。
2017 年，经过精准扶贫大数据支撑平台比对发现，一
“贫困户”信息存在异常，周军和同事走访后发现，该
“贫困户”家中有财政供养人员，按照规定如数退回了
两万多元的危房改造款。

“用数据画像，让数据说话，假贫困立即就会现出
原形。”贵州省大数据局副局长景亚萍说，针对部门数
据不通不共享、精准识别难等“痛点”，贵州建立精准扶
贫大数据支撑平台，打通公安、卫计、教育、人社、住建、
民政、水利、国土、工商等 17 个部门和单位相关数据，
为精准扶贫提供大数据参考。

黔西南州是贵州脱贫攻坚的“硬骨头”。“通过数据
比对贫困户信息，快速判定该户是否有小轿车、是否有

商品房、是否开办公司等，确保扶贫对象精准。”州扶贫
办总经济师余泽漱说，已对 1925 户“异常户”进行了核
查，清退 562 户。

退出去还要扶得好。黔西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大
一新生王丽说，去年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一家人都
在为学费发愁。有一天，她突然接到一条短信，上面写
着：“你属于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入学时将免收学费，
通过‘绿色通道’直接报到入学。”燃眉之急解决了，这条
短信至今还保留在王丽的手机上。

“不仅教育扶贫更精准，帮扶干部还可以通过平台
找到帮扶对象致贫原因，在此基础上，引导贫困群众开
展种植养殖、做电商等。”景亚萍说，比如对于系统显示
贫困户有汽车驾驶证的，可以协调汽运企业来解决其
就业问题，真正“把好钢用在刀刃上”。而对于可能因病
返贫的，平台还会实时推送相关信息，方便干部及时掌

握情况、主动帮扶。
提起表格、检查，基层干部曾经抱怨很多，大量

时间用在填表上，一些基层干部自称“表哥”。但是，
填来填去，一些干部对贫困底数还是不清楚。

云上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公司首席技术官秦晓
东说，以前，干部需要填写各类报表报送有关部门，
有的涉及多个部门数据，且各部门数据更新时间不
一、部门间数据不通，一些数据反复填报、多次填报，
致使基层干部帮扶时间被大幅压缩。

“一人更新填报、多人调用共享。只需在大数据
精准扶贫手机 APP 上填写、更新有关信息，相关部
门通过平台就能查询和使用，不再重复劳动。”秦晓
东说，平台能进行多维度扶贫数据统计、报表自动生
成等，只需点一点按钮，就能自动生成相应报表。

“干部少填表，群众少跑腿。”兴义市敬南镇党委

书记刘鹏说，上级检查也大幅减少，贫困数据不“摸
黑”，干部越干越有信心，扶贫的点子也越来越多。全镇
7 个贫困村已经出列 4 个，剩下的 3 个贫困村今年将
全部出列。

贵州省大数据局局长马宁宇认为，平台功能的发
挥源于打通了部门之间的数据，将原来分别存储于各
部门的小数据变成了大数据，“死”数据变成“活”数据。

“数据维度越多越精准。通过数据动态更新、自动
比对，确保贫困户识别精准、退出精准；通过数据互通
共享，动态分析致贫原因，帮扶措施能够‘精确滴灌’、进
村入户；通过自流程化快速准确查询、掌握有关数据，
基层干部文案工作量减少。”马宁宇说，立足于该平台，
一些地方还运用大数据监管干部工作、评估扶贫资金
使用效益，探索“人员‘云上管’、工作‘云上晒’、资金‘留
痕迹’”。

贵州：用数据画像让数据说话，扶贫更精准

一场雨过后，云南昭通昭阳区靖安镇五星村苗寨
自然村的天气冷了下来。王有华紧了紧身上的衣服，有
些想念海南岛温暖的天气。

2 个多月前，54 岁的王有华和他 59 岁的老伴张
美刚刚结束了为期半年的打工生活，从海南返回五星
苗寨。“苗寨冬天冷，9 月前后，我们就前往海南打工。
转过年来，海南又比较热，春节前后我们就返回苗寨。”
王有华咧开嘴笑了，老两口都已年逾五旬，干不了太重
的体力活，就在海南找一些打理苗圃、种花种草的工
作，“一天的工钱 90 块，我们俩出去半年，能攒上 2 万
多块钱带回来。”

王有华夫妇俩 2014 年开始了“候鸟式”的打工生
活，寒来暑往，从未间断。家里添置了大彩电，老两口玩
起了智能手机……“出去打工半年挣的钱，相当于我们
种多少年的地啊！”王有华感叹，回到苗寨的半年自己也
没闲着，仍侍弄着 4 亩土豆，“不忍心看着它们荒了。”

出去打工以前，王有华全家人都靠这几亩地养活。
“特别是冬天，全家 4 口人就挤在一间破茅草房里烧洋
芋吃。”贫困在王有华心里难以磨灭。

五星苗寨地处乌蒙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海拔
2050 米，气候冷凉，村内 100 多户、400 多人全是苗
族。过去，村里的许多人住着狭窄低矮的茅草屋和树枝
搭成的杈杈房，家里唯一值钱的就是门板和石磨，长年
累月过着“住茅草房”“吃洋芋”的苦日子。

“真正的改变，从政府帮我们盖房子开始。”苗寨的
村民小组长王波深深地吸了一口气，2012 年政府给五
星苗寨每家每户补助了 3 万块钱盖房子，“消灭”了茅
草房。没过多久，通到各家各户门口的硬化路也修好
了。苗寨“住茅草房”的问题解决了，一年到头“吃洋芋”
的问题什么时候才能解决？“不能等靠要，答案得自己
去找！”，村民们的话掷地有声。

村里土地不多，种土豆收益不高，出去打工成了群
众的选择。作为寨子第一个外出打工的人，王明学返回
苗寨那晚，带回来好多水果、糖、烟和酒，村里老老少少
都聚集到他家。“村民们都想去讨口酒喝，跟他打听打
听怎样才能多挣点钱。”村民李光琼回忆，村里的男女
老少都跃跃欲试，沿着通村硬化路走向了外面的世界。
海南、江苏、浙江、广州、新疆……哪里招工就去哪里；

搞绿化、做建筑、架电线……不嫌远不怕苦。
留在村子里的人，也琢磨起怎么改变“吃洋芋”

的生活。“我借钱买了一台脚踏缝纫机和一些布料，
开始帮人做服装。”李光琼兴高采烈地说，很快就接
到了订单，客户都觉得她做的苗族服装好，回头客很
多，2017 年挣了约 3 万元。“今年，我换了一台电动
的缝纫机，做衣服更快了。”

有些人出去学了驾照，跑起了运输；有些人就在
村里种起中草药；有些人到周边的县城开起了服装
店…… 2017 年二季度，靖安镇全镇范围内开始了建
档立卡贫困户的评议工作。“我们一统计发现，五星苗
寨的人均年收入已经突破了 6000 元；130 户中，近
60 户买了小汽车。”五星村党总支副书记李光荣说。

住着政府帮忙建的房子，硬化路通到家门口，坐
着汽车想去哪就去哪；每顿饭都有米、有肉；每年能
有点积蓄……这就是王有华理解的好日子。“想过好
日子，与其成天待在家里等靠要，不如自己出去劳动
来得实在。”王有华说。

(记者吉哲鹏、丁怡全)新华社昆明电

“脱贫不能等靠要，答案得自己去找”

五星苗寨“消灭”茅草房，勤劳奔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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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1 日，在湖南省
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码市
镇，当地村民在“五月天服饰有
限公司”的“扶贫车间”内参观。

2015 年以来，湖南永州
市江华瑶族自治县主动承接
沿海产业转移，引导 400 多
家劳动密集型企业进驻乡村
开设工厂，把“扶贫车间”建
在群众家门口，带动农民本
土就业，推动产业脱贫。据统
计，全县带动 100 人以上就
业的“扶贫车间”12 家，5 人
以上就业的“扶贫车间”320
余家，共吸纳带动 9000 余名
农村劳动力就业。

新华社记者段羡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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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茂密的树叶把刺眼的阳光过滤成了太阳花儿，柔

柔地洒落在杉树林下，这是喜阴的魔芋最喜欢的环
境。在湖南省怀化市会同县地灵乡的深山中，当地老
百姓通过在林下种植魔芋，找到了摆脱贫困的“黄金
屋”。

我国大部分贫困人口，分布在山区、林区，这些地
区既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主战场，也是脱贫攻坚的
主战场。如何在保护好生态的同时，又不让老百姓吃
亏？发展林下经济成为一个首选答案。

前年，村民肖本华成立的种植合作社吸纳了十多
个贫困户为他打理照料分散在不同树林下的一千多亩
魔芋。最近一段时间，他每天都会骑着摩托带着现金，
穿梭于地灵乡的几个山头，为农户结算当天的工资。

在其中一片林子里，40 岁的杜美香正和姐妹们把
做种的魔芋根茎埋进树下垦好的土里。两年前，杜美香
一家五口的年收入不到 1 万元。去年，她不仅从肖本华
的合作社拿到种植魔芋的一万多元工资，还通过在当
地的魔芋加工厂打工，另外又挣到一万多元。得知记者
的采访意图，忙碌的杜美香开玩笑说道：“你来晚了，我

已经脱贫了。”
森林覆盖率超过 72% 的会同县，种魔芋吃魔芋的

传统已经延续了上千年。但过去人们只是在房前屋后
零星种一点，吃不完的才拿到集市上去买，从未想过把
它做成一个产业。几年前，种植户邓云辉借钱办起了全
县第一家加工厂，短短两三年时间里，魔芋豆腐、魔芋
零嘴、魔芋面条等各种五花八门的产品都卖到了日本、
新加坡。“会同全县魔芋的种植面积已经超过 3 万亩，
光是种植环节每亩收益就能达到 8000 元。”邓云辉说，
目前他正和一些科研院所合作，研发魔芋面膜。

在邵阳市隆回县，郭葛的养殖场依山而建，每间猪
舍的围墙都开了一个洞，好让藏香猪能随时钻到山上
“撒欢儿”，而几千只“走地鸡”也全部散养在林子里。

2017 年 10 月，郭葛参加了湖南省扶贫办组织的脱
贫培训，在众多的科目中，他选择了林下养殖。勤劳本分
的他回来后不仅举债建了养殖场，还通过自学掌握了如
何将畜禽粪便处理成有机肥来实现种养循环，几乎每天
都会通过电话和微信请教当时授课的老师。

尽管还未掘到自己的第一桶金，但在政府和老师的

帮助下，郭葛在兽医保健、对接销路方面已经做足了
准备。“到今年冬天，我的‘钻山猪’‘走地鸡’就可以卖钱
了，一切顺利的话，一年能有 20 多万元收入。”憧憬着
未来的郭葛还特意在养殖场门口手写了一副对
联———“用良心养殖健康食品，让真诚感动各方客
户”。

山林不仅像肺一样，给人们吐纳最新鲜的空气，
也像一个聚宝盆，蕴藏着各种实实在在的财富。在湖
南山区，除了种魔芋搞养殖，采菌子、开办林家乐、种
植药材和蔬菜等林下经济模式正将生态和生存的矛
盾化于无形。

根据湖南省林业厅统计，2017 年全省共拿出超
过 2000 万元专项资金扶持了 109 个林下经济项目，
其中安排贫困县市区扶持项目近 50 个，并创建了 30
多家“服务精准扶贫国家林下经济及绿色产业示范
基地”，总产值达到数百亿元。大量曾经仅仅依靠每
亩几十元生态公益林补偿的山区农民，终于在守护
绿水青山的同时，守来了自己的金山银山。

(记者周勉)新华社长沙电

山中自有“黄金屋”，林下经济助脱贫
湖南山区农民在守护绿水青山的同时，守来了金山银山

新华社太原 5 月 14 日电
(记者王飞航)记者从山西省扶
贫办获悉，山西省委常委会议
近日审议通过《关于一县一策
集中攻坚深度贫困县的意见》，
今后山西将用更有针对性的举
措，解决深度贫困县存在的突
出问题，推进深度贫困地区脱
贫攻坚取得突破。

山西是脱贫攻坚的重要战
场，全国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
区，山西就有吕梁山、燕山-太
行山两大片区，2014 年建档立
卡之初，山西共有贫困人口
329 万，贫困发生率 13 . 6%，贫
困面积大、贫困人口多、贫困程
度深是基本省情。

2017 年 6 月，山西省确定
偏关县、宁武县、静乐县、兴县、
临县、石楼县、永和县、大宁县、
天镇县、广灵县等 10 个县为深
度贫困县，决定在未来几年采
取超常规举措，向深度贫困发
起“总攻”。

山西省扶贫办相关负责人
表示，去年以来，山西各地聚焦
深度贫困，集中力量攻坚深度
贫困取得阶段性成效，但推动
深度贫困县如期脱贫摘帽，面
临的任务依然艰巨。今后要继
续加大对 10 个深度贫困县资
金、项目、政策举措倾斜支持力
度，突出抓好深度贫困县特色
主导产业发展，实施“一县一
策”攻坚深度贫困县，推进深度
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取得更大突
破。

产业是脱贫之基、强县之
本、致富之源。山西省提出，10
个深度贫困县要结合经济发展
基础、资源禀赋、市场需求和群
众生产生活实际，明确主攻方
向，加快脱贫主导产业培育。

按照规划，2 0 1 8 年到
2020 年，山西将在偏关县、宁
武县、静乐县改造新建沙棘林
30 万亩，在静乐县发展藜麦 10
万亩，在兴县、临县、石楼县、永和县 4 县实施干果经
济林提质增效 100 万亩以上，在永和县、大宁县提升
发展水果 26 万亩，在天镇县、广灵县发展杂粮 24 万
亩，在天镇县发展蔬菜 3 . 6 万亩，在广灵县发展食
用菌 1 万亩。

“我们要通过 3 年时间，在 10 个深度贫困县形
成优势明显的农林脱贫主导产业体系，惠及当地
50% 以上的贫困人口，加快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步
伐。”山西省扶贫办主任刘志杰说。

新华社贵阳 5 月 15 日电(记者施钱贵)为进一
步严明纪律，充分发挥典型案例警示作用，近日，贵
州省铜仁市万山区纪委对查处的 3 起扶贫领域典型
案例进行通报。

万山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吴敏失职问
题。2015 年 11 月，时任万山区谢桥街道办事处人
社中心副主任的吴敏在开展精准扶贫对象建档立
卡“回头看”入户识别工作时，不认真履职，未核查
出村民刘某某的长子是国家财政供养人员，导致刘
某某被违规列为精准扶贫户，并于 2016 年违规享
受易地扶贫搬迁房一套。吴敏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谢桥街道办事处收回刘某某违规享受的易地扶贫
搬迁房。

万山区鱼塘乡易地扶贫搬迁办公室工作人员
杨宇辉失职问题。2016 年 10 月，杨宇辉擅自把周
某某家庭成员由 2 人修改为 4 人，导致周某某多享
受一套易地扶贫搬迁房。杨宇辉受到党内警告处
分；鱼塘乡政府收回周某某多享受的一套易地扶贫
搬迁房。

万山区高楼坪乡村镇规划建设站负责人罗方胜
失职问题。2016 年 9 月，罗方胜在易地扶贫搬迁对
象资格初审工作中，没有对张某某的家庭基本信息
进行认真审核，导致 2013 年已享受生态移民安置房
政策的张某某之孙重复享受易地扶贫移民搬迁政
策。罗方胜受到行政警告处分；高楼坪乡政府收回张
某某之孙重复享受的易地扶贫搬迁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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