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

ZHUANTI

A06

2017�年9月14日 星期四 编辑／版式 吴剑平 校对／蒋珺

村社一体化的“阳溪样本”

地处武陵山贫困地区的道真自

治县阳溪镇，当地因地制宜，发展高

山喜凉蔬菜，因气候因素，天然错过

低海拔地区蔬菜上市高峰。

时下，阳溪社区火烧云蔬菜产业

示范园的 6000余亩辣椒到了采摘季

节。占地面积 12亩、总投资 600万元

的蔬菜周转中心，为阳溪蔬菜走出大

山，提供了物流保障。

“我们不仅有冷库，还有包装、

加工车间及农残检验室。 从这里出

去的蔬菜，都有身份标识。 ” 阳溪镇

党委书记韩忠伟打开手机，扫描二维

码后，该蔬菜的产地、村民种植、采摘

的相关图片、视频等一目了然。

这个示范园内，有 85户贫困户、

258人从事蔬菜种植。作为上市企业

的重庆永辉超市在这里建起了 480

亩的蔬菜基地。 上海市也在当地建

了 1000亩蔬菜基地。

韩忠伟说，当地走农产品和超市

对接、和批发市场对接之路，保证了

阳溪蔬菜得以远销外地。

“上海要求我们每天供应 30吨，我

们哪里够卖？ ”韩忠伟说，今年 5至 9

月，阳溪镇 530余吨蔬菜，销往渝沪两

地，销售额 230余万元，无一滞销。

今年 2 月， 贫困户姚旭敏成为

一名护林员，利用周末巡林，每月有

800 元工资。 姚旭敏还种有 3 亩辣

椒、3 亩花椰菜。 她自己忙不过来，

就把自家的辣椒运到周转中心，周

转中心再运到上海，然后由上海那

边打钱到她的账户，周转中心没有

收取任何价差。

在很多人看来，蔬菜从农民的地

里到城里的餐桌，中间要经过多个环

节：第一次收购、运输、第二次收购、

再运输、 再到经营户、 餐馆或市民

……层级越多，老百姓的出手价就会

被压得更多，城里的菜价也会更高。

姚旭敏是怎么实现这种 “一步

到位” 的交易呢？ 况且她还不担心能

否卖得出去。 这背后，得益于阳溪专

业蔬菜合作社的努力。

阳溪镇党委书记韩忠伟说，成立

于 2016年 6月的阳溪社区利民蔬菜

专业合作社， 是村社一体的经济组

织，董事长是村干部，以村级资产控

股、广大贫困户通过“特惠贷” 或土

地入股的形式组建。

村民按订单价将蔬菜卖给阳溪

镇的合作社后，合作社再按市场价卖

给超市，所产生的利润，村民还可分

得 30%。 其余部分利润，用于扩大再

生产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等，为持续

发展提供保障。

这样的合作社阳溪有 9个。以土

地或“特惠贷” 入股的村民，每年将

领取最低 4000 元的分红。 阳溪的 9

个村社一体的合作社，覆盖到每一名

贫困户，让他们成为股东。

姚旭敏种的辣椒，在合作社运作

下，将产生多次收入：每斤 1.1 元卖

给合作社获得最初收入；合作社再销

售后拿出 30%分红； 如果是卖到上

海，有成本价之外的全部利润。

“工资部分一年有 9600 元，加

上种蔬菜、特惠贷入股分红等，这个

收入还是可以的。 ” 姚旭敏着说。

韩忠伟说，阳溪有建档立卡贫困

户 462户 1331人， 按去年脱贫标准

2952 元的年人均纯收入计算， 还剩

58户 180人尚未脱贫。

贫困户高国权获得镇政府表彰！

高国权是什么人？因为先天性残

疾，40 多岁的高国权背弯得像张弓，

媳妇几年前嫌他穷不辞而别。

高国权以前靠出租麻将机，在出

租屋里与七旬老母勉强度日。 2014

年，他被列为贫困户。

阳溪镇党委书记韩忠伟说，见效

快的产业才能让贫困户有动力。今年

3 月， 高国权在相关政策支持下，承

包了 40亩辣椒种植。 3个月后，高国

权的首批辣椒顺利采摘。 按 1.5元 /

斤的订单价，重庆永辉超市来到地里

收走 1千斤， 支付高国权 1500 元现

金。

辣椒不断被收走，货款不断以现

金方式打过来，高国权脱贫路上的获

得感不断增强……

今年 9月 7日，在阳溪社区石垭

子的地里，高国权正与村民采摘今年

的第二批辣椒。 40 亩辣椒按亩产 2

千斤来算是 8万斤，青椒最低 1.1 元

/斤、红椒 1.5元 /斤的订单价算，40

亩辣椒卖完他将收获 10万元左右。

地里，10 多名当地村民正在给

这位曾经的贫困户打工。高国权的电

话不时响起，他说，都是重庆那边来

要辣椒的。粗略估算，除去工人工资，

这一季他最少有 5万元收入。

站在阳溪镇阳坝村山顶，山下是

延绵 20 余公里的万药山中药材基

地，地里种的是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

品党参、玄参，以及天麻、白芍等。 山

腰，还有上千亩连片烤烟。

阳溪镇副书记夏吉春说， 中药

材、烤烟作为百姓传统产业，已成为

阳坝村百姓致富的路

子之一。 去年，阳坝街

上组 110 户人家，总存

款超过 3000 万元。 整个阳溪 12000

余人，去年的存款总额为 1.78亿元，

平均存款 14000余元。

从去年开始，阳溪镇将中药材作

为基地化、规模化发展。 这个药材基

地，也覆盖了当地贫困户 119 户 356

人，目前已有 38户 108人因此脱贫。

今年秋季， 阳溪将种下蔬菜

12000 亩，食用菌 121 棚约 72 万斤，

中药材 16000亩。“烤烟药材作为长

线产业来抓，蔬菜食用菌作为短线产

业发展。 短线产业脱贫，长线产业致

富。 ” 韩忠伟说，短期见效的产业，容

易让贫困户树立信心。

韩忠伟说，“村社一体” 是阳溪

镇扶贫的成功经验。 以利民蔬菜专

业合作社为例， 该合作社由阳溪社

区以周转中心、 大棚等村级资产控

股，贫困户以“特惠贷” 或土地等入

股，不低于 8%的分红。经合作社外销

的农产品所产生的二次利润，按“贫

困户分红一点（30%）、村集体经济

提留一点、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一点、

扩大再生产投入一点、 市场化运作

投入一点、管理层激励投入一点、农

业保险购买一点” 的方式分配。

事实证明， 村社一体化成为百

姓脱贫的关键， 也壮大了村集体经

济，合作社持续健康发展。

本报记者 黄宝华

金秋九月，道真自治县阳溪镇的

菜地里，村民忙着采摘青椒。 这些青

椒将出现在重庆超市的柜台里和上

海市民的餐桌上。

阳溪镇的绿水青山变成了百姓

的金山银山。重庆上海两个直辖市均

在当地建立了蔬菜专供基地。阳溪产

出的高山喜凉蔬菜、中药材，在村委

会与专业合作社一体化模式带动下，

1斤竟能挣到双倍甚至 5倍的钱。

两个直辖市

在阳溪建立蔬菜基地

“三变” 模式

贫困户越来越少

重度残疾贫困户

成了脱贫大明星

短线脱贫长线致富

的阳溪经验

扫 码

关 注 脱 贫

攻 坚 全 媒

体报道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贵州省政

府办公厅获悉， 今年贵州蔬菜产量

将达到 2050 万吨、 产值 900 亿元，

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 6.7 万户 30

万人脱贫，到 2019 年，共带动 90 万

人脱贫。

《贵州省发展蔬菜产业助推脱贫

攻 坚 三 年 行 动 方 案（2017-2019

年）》 近日出台。 根据总体目标，到

2019 年，全省蔬菜种植面积 2000 万

亩（次），建成标准化、规模化基地

300万亩，产量 2600万吨，产值 1000

亿元， 共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 20 万

户 90万人脱贫。

据悉， 我省鼓励深度贫困地区

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蔬菜生

产， 扩大经营主体数量； 为贫困地

区企业开辟 IPO 绿色通道，增强企

业实力；大力推广“三变” 改革经

验， 完善企业和农户的利益联结机

制，保障贫困农户利益。

我省还将打造全省蔬菜公共

品牌， 培育 “黔山牌” 、“毕节珍

好” 等区域品牌，还要将遵义虾子

辣椒市场打造成国家级专业批发

市场和全国辣椒集散中心。

（本报记者 周然）

贵州发展蔬菜产业

发展蔬菜产业 今年助30万人脱贫

《贵州省发展蔬菜产业助推脱贫攻坚三年行动方案（2017-2019年）》出台

3-5 月，吃春夏喜凉蔬菜。 在海

拔 1000-2400米的区域，重点发展大

白菜、结球甘蓝、萝卜和花菜等喜凉

根茎叶花类蔬菜， 集中上市时段为

3-5 月。 重点布局在威宁、 清镇、西

秀、平坝、都匀等 11个县（市、区）。

3-6月 吃冬春蔬菜，在海拔 700

米以下的区域，主要发展茄果、瓜豆

类蔬菜，集中上市时段为 3-6月。 重

点布局在兴义、罗甸、册亨、望谟等 10

个县（市）。

7-10 月，吃夏秋蔬菜。 在海拔

1000-2400 米的区域，主要发展喜凉

根茎叶花类蔬菜以及喜温茄瓜豆果

菜类蔬菜， 集中上市时段为 7—10

月。 重点布局在修文、清镇、花溪、开

阳、息烽、盘州等 40个县（市、区）。

10月底—12月，吃秋冬果菜。 在海

拔 600米以下的区域，主要发展喜温茄

瓜豆类蔬菜，集中上市时段为 10月底—

12月初。 重点布局在罗甸、望谟、册亨、

榕江、关岭、镇宁、兴义等 7个县（市）。

我省在 25 个重点县（市、区）

发展辣椒、生姜、大蒜、山药、韭黄、芥

菜等特色蔬菜。其中辣椒重点布局在

播州、绥阳、新蒲、凤冈、正安、余庆、

湄潭、大方、金沙、独山、瓮安、黄平等

12 个县 （区）； 生姜重点布局在水

城、六枝、镇宁、长顺、湄潭等 5 个县

（特区）； 大蒜重点布局在麻江、紫

云、思南、七星关等 4 个县（区）；山

药重点布局在西秀、普定、平坝等 3

个县（区）；韭黄重点布局在西秀、普

定等 2 个重点县（区）；芥菜重点布

局在独山、清镇、汇川等 3 个重点县

（市、区）。

您知道这些菜的上市时间和分布吗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贵阳

市人社局获悉，2017 年至 2019

年， 贵阳每年将为全省贫困劳

动力提供就业岗位 15 万个，三

年总共提供就业岗位 45万个。

为解决贫困劳动力全员培

训后的就业出路问题，贵阳市制

定了《深挖就业岗位助力全省

脱贫工作实施方案》。 今年起将

为贫困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

根据方案，各区（市、县）

将建立全省来筑就业贫困劳动

力登记制度，市、区（市、县）、

乡镇 （社区服务中心）、村

（居）均可进行登记，精准识别

掌握贫困家庭劳动力前往贵阳

的就业意向和需求，做到“底

数清、情况明” 。 并加强与各类

产业、工业园区对接，收集整理

适合贫困劳动力就业岗位；围

绕当地特色种养殖、 农产品深

加工、休闲农业、农村电商、乡

村旅游等产业发展， 开发挖掘

就业岗位； 鼓励引导农民专业

合作社、种养大户、家庭农场等

各类生产经营主体， 吸纳贫困

劳动力就业； 依托人力资源公

司、家政公司等机构，开展政企

劳务协作； 广泛收集各级党政

部门、社会团体、公益组织、国

有企业开发的各类辅助性、临

时性岗位，各类市政工程、重点

工程非专业性岗位， 优先提供

给贫困劳动力；按照“总量控

制、适度开发” 原则开发公益

性岗位， 优先安置符合条件的

贫困劳动力就业。

同时，建立与市(州)联动

机制，搭建就业推介平台。建立

本地服务全省贫困劳动力就业

岗位台账和全省贫困劳动力在

本地就业台账， 两个台账要实

施动态管理。 要把全省贫困劳

动力数据库与就业信息系统内

的城镇新增就业数据做比对，

完善、 充实全省贫困劳动力在

本地就业台账。

此外， 在落实就业政策方

面，购买岗位吸纳贫困劳动力就

业，企业吸纳贫困劳动力签订劳

动合同一年以上并缴纳社会保

险的， 给予企业一次性就业补

助；对职介机构介绍贫困劳动力

就业的，签订劳动合同一年以上

并缴纳社会保险的， 按照每人

500元的标准给予职介补贴，具

体补贴办法比照有关程序执行。

（本报记者 段筠）

贵阳今年起至 2019年

贫困劳动力岗位

每年提供15万个

云岩区、南明区每年各为全

省贫困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

3.５万个；观山湖区每年为全省

贫困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 2 万

个；花溪区、乌当区、白云区每年

各为全省贫困劳动力提供就业

岗位 1.2万个；经开区、高新区每

年各为全省贫困劳动力提供就

业岗位 0.6 万个；清镇市、修文

县、开阳县、息烽县每年各为全

省贫困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 0.3

万个；综保区、双龙航空港经济

区大力收集本地就业岗位，确保

每年各为全省贫困劳动力提供

就业岗位不少于 0.01万个。

贵阳各区市县

岗位提供情况

■链接

村民变“股东” ，蔬菜种植产业链带动当地脱贫致富

采摘辣椒的村民

高国权采摘辣椒

上海在阳溪的基地

重庆永辉超市在阳溪的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