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08

政府助学、土特产增收

重庆云阳发力精准扶贫
海外网 刘 强 文/图

政府助学、土特产增收

重庆云阳重庆云阳重庆云阳重庆云阳重庆云阳重庆云阳重庆云阳重庆云阳重庆云阳重庆云阳重庆云阳重庆云阳重庆云阳重庆云阳重庆云阳重庆云阳重庆云阳重庆云阳重庆云阳重庆云阳重庆云阳重庆云阳重庆云阳重庆云阳重庆云阳重庆云阳重庆云阳重庆云阳重庆云阳重庆云阳重庆云阳重庆云阳发力精准扶贫发力精准扶贫发力精准扶贫发力精准扶贫发力精准扶贫发力精准扶贫发力精准扶贫发力精准扶贫发力精准扶贫发力精准扶贫发力精准扶贫发力精准扶贫发力精准扶贫发力精准扶贫发力精准扶贫发力精准扶贫发力精准扶贫发力精准扶贫发力精准扶贫发力精准扶贫发力精准扶贫发力精准扶贫发力精准扶贫发力精准扶贫发力精准扶贫发力精准扶贫发力精准扶贫发力精准扶贫发力精准扶贫发力精准扶贫发力精准扶贫发力精准扶贫
海外网海外网 刘刘 强强 文文//图图

融媒时代融媒时代 责编：崔玉玉 邮箱：cuiyuyu@haiwainet.cn责编：崔玉玉 邮箱：cuiyuyu@haiwainet.cn

2017年6月19日 星期一

扶贫先扶智
不让一个学生因贫失学

上学租房不用再翻山越岭，读书免费还有
生活补助，成绩落后结对老师手把手教……对
于在云阳县盘石中学读初二的秦钰来说，这样
的生活以前不敢想。

近年来，云阳县成立贫困学生帮扶中心，
对 15669 名建档立卡贫困学生全覆盖落实教育
资助；对已经享受资助政策仍不能完成学业的
1208名特困学生再次资助。教育资助方面的多
重有效举措，让像秦钰一样来自贫困家庭的孩
子，没有一人因贫失学。

2014年，当时就读小学的秦钰和她家人，因
父亲遭遇车祸，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姐弟三人
尚在读书，顶梁柱突然倒下，母亲既要照顾受伤
的父亲，又要抚养 3 个子女读书，全家一时陷入
困境。不过，就在 2015 年，秦钰家彻底摆脱贫
困。这背后，是县政府的大力扶助。

秦钰所在的中学，离家足有 8 公里，山高坡
陡，为了避免翻山越岭之苦，秦钰和母亲、弟弟
三人选择在学校附近租房住。“她的学费、书本
费都被免掉了。根据营养改善计划，午餐也是
免费的。”秦钰的帮扶责任人王燕告诉记者。“根
据今年春季开始实施的规定，她每年还有750元
的生活补助。”秦钰家进门右侧的墙上，可以看
到一张《云阳县扶贫攻坚明白卡》，“帮扶措施”
一栏里，除了教育资助，还写着劳务输出等内
容。记者了解到，为了帮秦家尽快脱贫，秦钰父
亲康复后，县里给他提供了赴俄罗斯打工的机
会，并安排秦钰母亲在学校食堂工作。

扶贫必先扶智。学校不仅解决了秦钰上学
的后顾之忧，还为她的学习成绩颇费心思。“唐
老师给我制定学习计划，我有不会的题还给我
单独讲解。”秦钰所说的“唐老师”，是学校给
她安排的结对老师。在唐老师一对一的耐心指
导下，她的成绩，从最初的年级30多名，一跃
成为年级第一。

产业接地气
养蜂种橘闯出致富新路

10年前，身为养蜂达人的夏晓华带着对口
帮扶的任务，把公司从重庆九龙坡迁到云阳

县，建成了蜂谷美地生态养蜂有限公司。
云阳山多河谷多，立体气候显著，蜜源

植物和粉源植物非常丰富，具有得天独厚的
自然生态环境，是发展养蜂业的天然园林。

“我们来的主要目的，是改变三峡库区的落后
面貌，把养蜂作为一个产业来发展。”公司副
总经理姚长兴如是说。在他看来，当地采用
的传统养殖方法，蜂蜜产量少、质量低、品
种差，不能形成产业，更不用说助推农民兄
弟脱贫致富。

扶贫重在授人以渔。不同于只是收购蜂农
的蜂蜜，夏晓华和他的团队，在对蜂农进行免
费培训后，还向他们赠送蜂种蜂箱，并进行产
品包销。“10 年来，公司已经助推 3000 多养蜂
贫困户有效脱贫。”姚长兴说，“一个蜂农，现
在只要养 10桶蜜蜂，他一年的收入就会有 3万
多元，这在我们山区基本上就算脱贫了。而蜂
农的年收入普遍都在十几万元，不仅脱贫没问
题，还过得很小康。”

在云阳，将产业发展与贫困人口脱贫紧密
衔接起来的，还有养鹿镇的柑橘产业。“把柑橘
卖了钱，高兴得我都不想吃饭了！”坐在自家的
二层小楼里，年过六旬的养鹿镇同发村村民秦
克云的兴奋溢于言表。去年靠种植柑橘，老秦
两口子收入1.5万多元。这对之前种植红苕、水
稻时最多每年挣2000元的老秦来说，绝对是一
大笔钱。

小小柑橘带动大扶贫。在养鹿镇，像秦克
云一样种植柑橘谋生的家庭，有5000多户。据
养鹿镇经发办主任向玲玲介绍，当地围绕发展
优质柑橘为产业，出台了系列的扶持政策，从
早期的引导种植，到基础配套设施建设和销售
指导，政府都加大了投入力度，使种植户能够
享受到越来越多的实惠。

“在销售方面，我们采取了一个创新的举
措。我们把各地的客商召集到一起，采取竞价
的方式，由专业合作社牵头、让社员代表来共
同决定把柑橘卖给哪位客商。”向玲玲说。养鹿
镇相关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当地
柑橘种植达 2.38万亩，2017年上半年产量突破
7000吨，产值近3000万元，果农种植柑橘每户
增收在 5000 元左右。依靠柑橘产业，433 户的
1534人成功减贫，老百姓的稳定增收问题得以
解决。

“种十多亩柑橘，等于再养个儿子。现在我

的吃、穿、用，都靠我的‘柑’儿子！”老秦的
一句话，引得现场一阵大笑。

在柑橘等农业特色产业取得一定成效后，
云阳又立足于“3+2+X”的重点产业体系，紧
紧围绕柑橘、牛羊 （畜禽）、中药材、粮油、蔬
菜 （食用菌）、调味品、生态渔等7条特色产业
链条，推出“天生云阳”这一区域公共品牌。
由县政府背书，并与保险公司合作，建立质量
保险体系，履行“天生云阳不卖假货”的承
诺。其中，“三峡白蜜”“云阳晚橙”都是“天
生云阳”下的知名子品牌。

电商加速度
深山土货搭上网络快车

6月8日下午，云阳水口镇电子商务综合服
务站，枣子村村主任王志成正紧盯电脑屏幕，
处理来自各地的淘宝店订单。在他身后，则是
两个摆满的货架。

“这边是普通农户或贫困户的农特产品，
有手工做的，送过来时都是散装。我们在电商
站进行统一包装，便于网上销售。”镇经发办
主任王东梅向记者介绍，“这边是镇域企业和

‘天生云阳’区域公共品牌的农特产品。”1 个
土鸡蛋卖到 1.8 元、1 斤红苕粉卖到 6 元，1 只
土鸭卖出 100 元……走进电商站隔壁的农特产
品集配站，墙上的 《农特产品收购价格一览
表》 映入眼帘。王志成说，他们把农特产品收
购起来进行包装后，先储存在这里，有订单就
可以直接发货。对一般农户的产品实行代卖，
遇到贫困户则先行垫付。“水口镇在网上开设
的淘宝店，今年 1 到 5 月份，已经帮贫困户完
成 600 多单土特产品的销售，订单金额有四五
万元。平均每户增收上千元。”王志成说。据
了解，今年 1 到 5 月，依托全镇的电商站点，
水口镇共销售农特产品 5964 次，销售额 34.69
万元，其中销售贫困户农特产品2087次，价值
13.5万元。

由政府打头阵，引导农产品、农户上线的
电商快车，要想跑得快驶得远，就得走“公
司+农户”的企业化之路。2016年，水口镇指导
连年发面业、群坤农业等5家农业企业开设网上
商店，线上销售产品，促进企业增产增收。其中，
群坤农业以开通养鸡场网上实时直播提高顾客
信任度，去年共创下销售10万枚土鸡蛋的佳绩。

6月7日，由人民日报海外版指导，人民日报海
外网主办、中国一汽和如新中国赞助的“2017中国
新发现”全媒体大型采访系列活动在长江三峡库区
的重庆市云阳县启动。随后，采访团一行奔赴养鹿
镇晚熟柑橘基地、清水乡旅游扶贫示范点等多地进
行采访。

云阳属秦巴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国家级贫
困县，2015年确定的新一轮贫困村162个，贫困人口
13.5万。自中央限时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冲锋号吹响
后，云阳县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

局，多措并举，目前已实现137个贫困村销号、11.5
万贫困人口脱贫。

2017年，在这个“脱贫攻坚决胜年”，云阳将限时
完成“整县摘帽”毕业大考，实现剩下的25个贫困村全
部销号，2万多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县委书记张学锋
在记者会上介绍，今年，云阳县围绕长期稳定脱贫，攻
重点难点，围绕脱贫攻坚验收，攻薄弱环节，围绕“两
不愁、三保障”，攻要害关键，不断强化领导责任、资金
投入、部门协同、社会合力、基层活力、任务落实等，坚
决确保实现“整县摘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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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乡创业生意红

“2013 年我女儿遇到车祸，花去 80 多万元医药费。当时我在河北
建筑工地打工，一年才赚 6万元左右。我一下子变得很穷，很无助。”
回忆过往，李发玉心酸地说，“我想送女儿一个人回家乡读书，但她成
了残疾，身边没有人照顾是不行的，所以我带她回来，开始在农村慢
慢创造自己的生活。”

李发玉如今是云阳清水土家族乡大堰村“聚龙阁”旅馆的老板。
他的旅馆不仅经营住宿业务，还内设餐厅与超市。出旅馆步行2分钟，
就是国家5A级风景区龙缸景区的北门。得益于家门口的这块宝地，每
逢旅游旺季，“聚龙阁”的18间客房会全部爆满。“现在我每个月住宿
能有两万多元的收入，餐饮租出去，年租金又有15万元。”李发玉自豪
地告诉记者，“过去欠下的债，现在全部还清了。”

用几年光景，从一个建筑工人变身旅馆小老板，李发玉望着干净
宽敞的房间，感触颇多。回忆起刚回清水乡时，生活的重担曾让他深
感无助。“本来家里就穷，也没什么收入来源，女儿要接受二期治疗，
每个月还得花2000多元。”

2014年，清水乡有贫困人口 2121人，建档立卡贫困户 559户，李
发玉家就是其中之一。但那一年，李发玉还是咬牙找朋友借钱改造自
己的房子。因为当地政府干部告诉他，“龙缸景区快要建成了，就在你
家门口。”干部们建议他建农家乐，“你胆子放大一点，尽管干。政府
能帮到你的都帮你。要是差钱，乡政府也可以给你无息贷款。”有了这
番鼓励，李发玉重新燃起致富的希望。2015年4月20日，他经营的农
家乐正式开业，6 天后，龙缸景区云端廊桥开园。距景区近、价格实
惠、周边农家乐又少，李发玉的生意迎来开门红。那年，他的月均收
入达到3万多元。

发展旅游开富路

李发玉的脱贫故事，是当地旅游扶贫事业的一个缩影。
过去，由于清水乡山高坡陡，自然条件恶劣，村民几乎看不到致

富希望。乡党委书记钟世荣用一句顺口溜，形象地说明了当地旧貌：
“土瘦石头多，天旱没水喝。养羊岩上跳，喂牛滚下河。大人穿补巴，
小孩打赤脚。姑娘往外嫁，儿童难上学。”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而清水乡的金山银山，就是让李发玉翻
身致富的宝地——龙缸景区。这座5A级景区地貌奇特、雄险俊秀，集
河湖、天坑、溶洞、森林、绝壁栈道、土家风情等各色神韵于一体，
是自然科学的博物馆，也是地质景观的大观园。当地政府紧接地气，
依托龙缸景区，不遗余力发展乡村旅游。

“我原来没干过，对农家乐是一窍不通的。”李发玉说，多亏政府
组织的几次餐饮、住宿培训班，还有扶贫资助人的指点，他才慢慢学
会经营旅馆。“政府还把厨师请到家里来，手把手教我做菜。”说起政
府的扶助，他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当地一位干部说：“乡政府今年还
掏钱对全乡农家乐建筑外观进行装修。”墙皮统一粉刷、牌匾换成古香
古色的式样……这些旨在提高游客满意度的举措，政府承担了 85%的
投入。

云阳县旅游局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为了保证龙缸景区旺季的
平安有序，五一、国庆等重大节假日之前，全县政府多部门会在旅游
局牵头下，成立综合检查队，对食品安全、物价、道路交通安全等方
面开展检查，督促到位。客流高峰来临之际，政府会再成立联合执法
小组，既对景区开展巡逻，还要检查景区外的农家乐。她说，去年龙
缸景区接待游客最多的一天是4万多人，在客流如此密集的情况下，依
然做到了零投诉、零事故，被国家旅游局评为“服务质量最佳景区”。

2017年，清水乡农家乐达到 256户，其中贫困户利用农舍开办 18
户；乡村旅游解决群众就业 1820人，其中贫困户 102人。乡村旅游助
力贫困户人均增收1000元以上。

“我们辛苦，而心不苦。”看到清水乡的旅游业效已见，老百姓逐
渐脱贫致富，乡长陈群根颇有感触地说道。他承诺：“我们干部不管怎
么苦，都要守住这片青山，让清水人民永远受益。”

图为清水乡村民李发玉站在自家经营的农家乐前。

图为2017“中国新发现”全媒体大型采访活动走进重庆云阳。图为2017“中国新发现”全媒体大型采访活动走进重庆云阳。 图为蜂谷美地公司副总经理姚长兴向记者介绍养蜂器具。 图为龙缸景区山峦风光。

图为龙缸景区内的石笋河图为龙缸景区内的石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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