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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领村民脱贫致富是我的责任

◎邱爱明

（巴彦淖尔市五原县银定图镇丰乐村第一书记

）

（本报记者

韩雪茹

）

5 2018 年 10月18日 星期四
执行主编：贾怡媛 责任编辑：韩雪茹
版式策划：纪安静 制图：安宁 邮箱：nmgrbtpgj@163.com

【短评】

产业“造血”
让精准扶贫扶在根上
□韩继旺

扶贫重在扶根。从根本上说，发展产
业是让贫困地区农民实现持续稳定脱贫
的根本之策，更是从最深处拔掉“穷根”的
主要抓手。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在脱贫攻
坚战中，依托传统的种养殖产业优势，因
地制宜探索实施带资入股、托管代养等产
业扶贫模式，统筹引导贫困户接入了农牧
业产业化脱贫链条，通过龙头企业等新型
经营主体的带动，激发贫困群众的内生动
力，变“输血”为“造血”，实现稳定脱贫，有
效解决了贫困户“后三年”和“三年后”的
长效脱贫问题。

众所周知，贫困户普遍存在自我发展
能力不足，单打独斗抗风险能力弱的问
题。只有大力培育壮大农牧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鼓励引导各地探索推广订单帮
扶、带资入股、土地入股、股份合作、生产
托管等联农带贫新模式，建立和完善与农
户紧密相连的利益联结机制，才能为贫困
群众提供持续稳定的增收来源，让他们在
产业发展中分享更多的红利。

实现精准的产业扶贫，更要持续发
力，久久为功。各地各部门要提前谋划乡
村振兴战略，主动把握当地特色产业发展
优势，创新工作举措，狠抓责任落实，充分
发挥政策“四两拨千斤”的撬动作用，激活
村镇主体、贫困户主体、市场主体三个方
面的内生动力，把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
家庭农场、能人大户引导进产业链，培育
打造一批产业扶贫新模式，确保贫困群众
致富有路、创业有门。

□李立群

“红个彤彤的阳坡，蓝个莹莹的天，解
放区的军民不拾闲⋯⋯”每天清晨，我在
大青山远处的坡梁上拔猪草，总会唱几句
武川本地的爬山调解解闷儿。

我叫何存高，今年已经 70 岁了，是个
闲不住的人，自从养了猪，拔猪草便成了
每早必备的事情。我家是建档立卡贫困
户，今年依托当地产业扶贫政策，在种地
的闲余养了 3 头猪，增加一份经济收入。

我们村的农田多为坡梁地旱田，收成
全看天气，农作物产量不高，产业结构单
一 ，经 济 效 益 低 下 ，是 典 型 的 山 区 贫 困

村。我们村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135 户
305 人，近几年来，村委会不断琢磨产业扶
贫项目，本着改变产业结构，增加农户收入
的原则，经过多次村民大会集体研究探索，
最终确定实施生猪养殖项目。

听村里的干部说，生猪养殖项目由村两
委班子、包村干部、贫困村民代表组成实施领
导小组，以农户自主经营为基本模式，利用

“五到村五到户”扶贫资金进行资金补贴予以
具体实施。补贴标准为2014至2016年每头
猪仔补贴260元，2017年到现在每头猪仔补贴
400至450元。每处猪圈统一补贴3900元。

为了确保项目顺利实施，减少矛盾纠
纷，村两委班子成员和驻村工作队队员给
我们做了大量工作。他们先是挨家挨户进

行宣传，与贫困户们探讨生猪养殖的可行
性，并分析利润收益。功夫不负有心人，
多次上门入户宣传起到了效果，大家肯定
了生猪养殖项目。在这期间还有一段小
插曲，贫困户李文忠和赵双喜都身有残
疾，几乎没有劳动能力，但是他们也想通
过养猪补贴家用，村委会得知情况后，本
着应扶尽扶的原则，特例允许二人由亲戚
代养，同样给予补贴。

为了进一步提高我们这些贫困户科学
养猪技能，提升猪肉品质，村委会和驻村工
作队先后聘请相关专家，组织全体贫困户
进行养殖培训，我们也慢慢入了道，掌握了
一定的养殖技能。此外，村委会和驻村工
作队还为销售困难的贫困户联系买家，帮

助农户销售生猪。在村委会和驻村工作队的
努力和大家的支持下，几年间，我们村共计建
设猪圈133圈，养猪360头。

我家开春买了 3 头猪仔，每头花了 500
元，每头补贴 400 元，这算下来，每头猪仔实
际花了 100 元。盖猪圈用了自己原有的旧
料，加上补贴的 3900 元，实际上没花一分
钱。我现在就盼着猪仔快些长大，好在年关
卖个好价钱，靠养猪打个翻身仗。

前几天开会，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
队长李伟给我们讲了生猪养殖的前景。他
告诉我们，下一步计划成立专业合作社或者
引进企业订单，想办法将农村绿色猪肉这一
品牌打出去，逐步形成乌兰不浪特色养殖，
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实现脱贫致富。

【集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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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上个好产业，脱贫不用再犯难”
【脱贫·全纪录】

【我奋斗·我脱贫】

靠养猪打个翻身仗
◎讲述者：呼和浩特市武川县西乌兰不浪镇乌兰不浪村何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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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信背后的帮扶情

本报 10月 17日讯 （记者 韩雪茹）
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获悉，近日，全区评选
表彰脱贫攻坚先进集体先进个人活动启
动。此次活动经自治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批准，目的是表彰先进、鼓舞士气，进一步
激发全区各族干部群众打赢脱贫攻坚战的
信心和力量。此次表彰共设置先进集体、
先进个人各 75 个名额。先进集体包括 5
类，其中，中央定点帮扶、京蒙东西扶贫协
作优秀单位 15 个，定点帮扶优秀单位 15
个，扶贫系统先进集体 15 个，优秀扶贫龙
头企业和万企帮万村优秀企业 15个，脱贫
攻坚先进旗县、苏木乡镇，行业扶贫先进单
位 15 个。先进个人包括 5 类，其中，脱贫
致富优秀带头人 15 名，优秀驻村干部 15
名，优秀基层干部 15 名，优秀基层干部 15
名，扶贫系统先进个人15名。

本 报 10 月 17 日 讯 （记 者 韩 雪
茹）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获悉，日前，自治
区扶贫办组织召开全区扶贫办主任座谈
会，第一时间传达学习全国扶贫办主任座
谈会精神，安排部署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
重点工作。会议要求，要按照“两不愁、三
保障”标准推进各项工作，严格贫困人口、
贫困嘎查村、贫困旗县退出的标准和程
序，做好动态调整基础工作，保质保量完
成今年减贫 20 万人、10 个国贫旗县、13
个区贫旗县的摘帽任务。

本 报 10 月 17 日 讯 （记 者 韩 雪
茹）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获悉，近日，全区
光伏扶贫电站信息管理系统录入工作培
训班在呼和浩特举办。培训班旨在进一
步贯彻落实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
和光伏扶贫有关工作要求，早日发挥光伏
扶贫电站扶贫效益。培训班按照国务院
扶贫办开发指导司《关于做好光伏扶贫电
站信息录入准备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和
国务院扶贫办综合司国家能源局综合司

《关于报送存量光伏扶贫项目有关情况的
通知》要求，结合我区工作实际，就工作推
进中需要注意把握的事项、要求做了全面
部署。全区 11 个盟市、48 个旗县扶贫办
工作人员参加了培训。

□本报记者 韩继旺

深秋，河套地区天气渐凉，平畴沃野披
上了金色的秋装。然而，在巴彦淖尔市临
河区乌兰图克镇鲜农万亩现代设施农业科
技示范园区，上千栋温室大棚内依然是满
园春色，生机盎然。

一排排黄瓜苗翠绿挺拔，上面挂满了
顶花带刺的黄瓜。正在提着竹篮采摘黄瓜
的永济村村民高玉胜高兴得合不拢嘴：“我
这两棚黄瓜算是赶上了好行情，现在每斤
能卖到 2 块钱。昨天两个大棚一下子就摘
了 52 箱黄瓜，每箱卖到 80 元钱，一天就收
入了 4000 多元钱。”

别看高玉胜现在很风光，每天都有活
钱进账，前几年他可是被识别出的精准扶
贫对象。

“那时候家里地少收入低，还供着女儿
上大学、儿子上中学，妻子又常年吃药，开

春种地靠贷款，秋收以后还不上不说，还欠
下了债，日子越过越艰难。”提起当年生活
的窘困，高玉胜既心酸又无奈。

2016年以来，临河区把产业扶贫作为打
赢脱贫攻坚战的核心举措，整合政策、资金，
与现代高效农业相结合，采用党支部+企业

（合作社）+基地+贫困户的联农带贫新机制，
实施产业扶贫项目，让贫困户进入设施农业
产业链、固定在产业链、增收在产业链。

高玉胜等 12 户贫困户被首批吸纳进
入鲜农万亩现代设施农业科技示范园区，
发展高效特色蔬菜种植，成为这条产业扶
贫链上的一分子。

“园区建设形成集繁育、种植、销售为
一体的现代农业全产业链，公司向进入园
区的 12 户贫困户每户免费提供 1 栋大棚，
其中政府产业扶贫项目补贴 9000 元，企业
减免剩余 9600 元，还提供种、产、销以及技
术指导一条龙服务，实实在在帮助他们脱
贫致富。”内蒙古鲜农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崔敏说。
进入园区后，高玉胜脱贫的动力和热

情被充分激发出来，他在公司免费提供的
一个温室大棚的基础上，又以每年 1.8 万元
的价格承包了一个大棚，和妻子王兰枝每
天起早贪黑辛勤耕作，把全部精力投入到
黄瓜等蔬菜种植中，一举摘掉了戴了多年
的穷帽子。

“多亏了政府的产业扶贫项目，在这里
种苗、技术都不用我们操心，产品统一收
购，我只要把地种好就行，这两个大棚每年
起码纯收入 7 万多元。大家都说，傍上个
好产业，脱贫不用再犯难。”灿烂的笑容写
在脸上，高玉胜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信心，

“今年免费耕种到期后，我又以 6.5 万元的
低价格从公司购买了这栋大棚，照这么干
下去，一年多就能把本儿挣回来。”

东兴村建档立卡贫困户范红娣在园区
免费种植大棚蔬菜也有两年光景了，每年
能有 3 万元钱的纯收入，全家人的生活因

此彻底改变，逐渐走出了贫困的阴影。
“以前我一个人供着两个学生，收入主

要 靠 打 零 工 ，一 年 下 来 也 就 挣 个 几 千 块
钱。进入园区后，种苗、化肥有补贴，全程
有技术人员指导，公司统一收购，经济有了
稳定来源，我也有了盼头。”说起生活的改
变，范红娣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在鲜农万亩现代设施农业科技示范园
区里，不仅有像高玉胜、范红娣这样的贫困
户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实现了脱贫致富，
一些没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也通过带资入
股分红的形式获得了稳定收益。

2016 年，临河区安排资金 540 万元，与
内蒙古鲜农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带资
入股分红协议，每人按 1.5万元入股，每年分
红 1800 元，让 284 名无劳动能力或丧失劳
动能力且未纳入低保、五保范围的贫困人口
定期获得收益，解决了长效脱贫难题。

“去年10月8日，我们公司一次性兑付了
首批60多万元的扶贫分红款，让这些带资入

股贫困户按时享受到了种植红利。近期第二
批扶贫分红款也将按时兑付发放。”崔敏说。

接入扶贫产业链，致富路上有保障。
据临河区负责人介绍，经过几年的脱贫攻
坚，临河区需要继续帮扶的贫困户为 1065
户 2292 人，贫困发生率已经由 2014 年的
3.58%下降到 0.08%。

如今，在园区南侧，70 栋新建的高标准
厚墙体温室大棚正在拔地而起。这是临河
区今年新建的光彩事业社会扶贫产业园，
通过引导河套农村商业银行、经纬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富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阳光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等 17 家本土爱心
企业捐赠 2100 万元，新建了 70 栋温室，委
托鲜农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管理，纯
收益的 50%归运营公司，50%由临河区光
彩事业促进会统筹，主要用于临河区需要
继续帮扶的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兜底及贫
困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等，有效解
决扶贫资金来源单一、不可持续的问题。

□文/图 本报记者 韩继旺

“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这些好干部，帮
助我搞养殖翻了身⋯⋯”近日，王勇老人带
着一封手写的感谢信来到巴彦淖尔市乌拉
特前旗旗委办公室，表达他的感激之情。

今年 63 岁的王勇是西山咀农场七分场
农工，家庭底子薄，再加上老伴儿患病，生活
十分困难，是分场识别的精准扶贫对象。

负责结对帮扶王勇的是旗委办干部付
蕾不仅经常入户为他讲解扶贫政策，还帮他
家发展养殖增收，并自掏腰包购买了 30 箱
防滑地板砖帮他们装修房子。

2016 年以来，王勇家先后享受到产业
帮 扶 资 金 22000 元 ，购 买 了 28 只 基 础 母
羊。在他的精心饲养下，这些母羊从去年
开始陆续产羔，而且大多是“双胞胎”，羊群

很快发展到近 70 只。前段时间，他趁着羊
肉价格高，卖了 37 只羊，一下子收入了 4 万
多元。

“有这么好的政策和这么好的干部帮助，
我一定能摘掉贫困户的帽子，把日子过得越
来越好。”说起生活的变化，王勇充满信心。

2018 年 7 月 10 日 晴

两个月多前，我到树传方家走访时，碰见他的
哥哥正拿着半袋馒头给树传方送来。我问为什么
送馒头，他说树传方这几天连吃的都没有了。随
即，我购买了米、面、油送去了树传方家，暂时解决
他的温饱问题。

树传方今年 63 岁，妻子刘玉兰因脑梗、脑萎缩
瘫痪在床，需要常年照顾。家庭生活来源主要靠每
年 3000 元的耕地承包费。

回到村委会，我立刻召集了村、社干部开会，研究
对树传方的帮扶措施。根据他的实际情况，大家一致
认为适合发展肉羊养殖业。散会后，我又立即赶到镇
扶贫办、农牧站争取肉羊养殖圈舍建设的项目支持。
同时，电话联系了县内农牧业龙头企业金草原公司，
对接引进肉羊新品种事宜。经过积极的争取对接，最
终确定了为树传方提供肉羊新品种湖羊8只，利用肉
羊圈舍项目资金 8000 元、扶贫项目资金 5000 元，共
1.3 万元新建 160 平方米高标准肉羊养殖圈舍 1 座的
产业扶持方案，通过发展产业增强其“造血功能”。

今天，再来到树传方家，高标准的圈舍拔地而
起，新品种湖羊已发放到户，并开始产羔，树传方的
哥哥为他购买了 30 只鸡，两个女儿给买了电动三轮
车。看到这一切，树传方高兴得合不拢嘴，相信树
传方的日子一定会越过越红火。

回想起整个事情的解决过程，我感触颇多。作
为驻村干部，带领村民脱贫致富是我的责任，我一
定要把这份责任时时记在心间，扛在肩上。

2018 年 8 月 15 日 晴

前几天，我在镇里面的食堂吃早点时，遇到了陈
虎，便马上询问了她女儿的高考成绩，结果令人欣
喜，考了 633 分，真是寒门出贵子。在座的纷纷向他
道喜，高兴之余，我发现陈虎叹了一声气。吃饭的人
们散去后，我上前问其究竟，原来他是在为孩子的学
费发愁。我安慰道，现在的教育扶贫政策这么好，大
家共同努力一定能够渡过难关。

陈虎是 2017 年新识别的贫困户，今年 46 岁，离
异，现在独自抚养着女儿陈慧萱。2017 年 5 月份，
陈虎被查出患有十二指肠壶腹癌，在北京大学肿瘤
医院实施肿瘤切除手术后，光手术费用就花了 15.6
万元，加之女儿正在巴彦淖尔市一中读高三，造成
生活极为困难。为补贴家用，陈虎手术后不久就在
银定图派出所做辅警工作，每月 1100 元的工资是其
家庭主要的经济来源。

早饭后，我立即对接县团委、县教育局资助中
心、县扶贫办等部门，积极为陈虎争取各类教育扶
持资金。相关单位均表示一定给予大力扶持，一定
不会让孩子因贫辍学。

今天得知，陈虎女儿陈慧萱已经被四川大学公共
管理系录取，目前已落实教育资助金1.7万元，其中贫
困家庭大学生教育资助金每学年1万元、“泛海助学行
动”每年 5000 元、县教育局资助中心资助 2000 元，陈
慧萱终于能顺利进入大学校园，开始新的人生了。

女儿考上大学后，陈虎脸上总是洋溢着灿烂、
自信的笑容，家里有什么事总给我打电话说说，那
个高兴劲儿，真是溢于言表。想着自己又为村民办
成了一件事，我的心里也着实自豪了一把。

付蕾在贫困户家走访。

王勇专程把感谢信送到付蕾手中。

王勇正在喂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