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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高石头多，出门又爬坡。 一

年四季苞谷沙，过年才有米汤喝。 ”

这是遵义市平正仡佬族乡团结村当

年的生活写照。

“以前吃一口米饭，是我们最大

的愿望， 在老支书黄大发的带领下，

大家花了 36年时间， 在山崖绝壁上

凿了一条救命渠， 才解决了温饱问

题。 ” 村民唐恩举说。

2017年，团结村迎来乡村振兴战

略蓝图描绘的一年：民建贵州省委联

合中天金融集团帮扶团结村， 从农

业、产业、教育、医疗上进行帮扶。 一

系列举措累计吸引 500 多名村民返

乡创业， 让建档立卡的 60 户贫困户

从被动走向主动，实现经济脱贫。

遵义市平正仡佬族乡团结村，总

面积 46.2 平方公里，总人口 1540 户

5430 人， 其中外出打工者 2560 人，

几乎占总人口的一半。 截至 2017 年

5月底，建档立卡贫困户 497 户 1554

人，贫困户人均年收入不足 3300元。

2018 年 1 月， 在中天金融集团

旗下的贵州大发农业公司的帮扶下，

团结村村民马映江和 4 个小伙伴成

立了村里第一家养猪场合作社———

清畅江飞生态猪养殖合作社。 半年

来，他们养殖的第一批 200 头猪崽卖

出 187 头，收入 63 万元，除去成本，

每头猪赚了 1100元左右。

“公司给我们垫付了饲料，我们

半价买进猪崽，猪崽成熟后还帮我们

找销路。 ” 马映江说，正因有了保障，

他们参与养猪产业才尝到了甜头。

村民沈开红没有养猪，却参加了

中天金融的中华蜂养殖产业。短短四

个月， 他的 30 箱中华蜂就产蜜 200

多斤，平均每个月收益超过 5000元。

据介绍，在农业方面，团结村打

造了生态猪养殖、中华峰养殖等 5 个

精品农业示范区。 目前，团结村共喂

养了 5400 头猪崽，2018 全年及 2019

上半年 10800 头的生产指标已预订

满额， 全年惠及 100 户 400 余人，将

创收 1080 万元， 户均增收 10.8 万

元； 而中华蜂养殖合作社已完成

1000 箱中华蜂引进及养殖示范，惠

及农户 40 户， 将为团结村创收 200

万元，户均增收 5万元……

50 岁的唐恩举， 现在在贵州大

发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务工，他的爱人

和儿媳妇都在参与和学习民宿管理。

“一年下来， 我们一家人有 10

多万元的收入，而且 10年后，我还可

以自己当老板。”唐恩举说，2017年，

他卖了自己的牛，将闲置村屋流转给

贵州大发旅游有限公司，一年的流转

费有 11000多元，一家四口在这个公

司务工，月收入共 8000元。

目前，团结村由村屋改造的民宿

稻里野舍共有 4幢，共 23间。今年国

庆期间，民宿迎来满客，七天长假住

宿收入已达 10余万元。

此外，团结村还建起了悬崖餐厅

等旅游项目，以“大发天渠” 的旅游

品牌，将乡土文化、红色文化和农耕

文化创意作为驱动力，以“乡村农业

体验游” 作为发展模式，打造农耕文

化体验基地和乡村旅游创客基地。

据介绍，截至 6 月底，贵州大发

旅游公司已完成一期旅游建设，团结

村 70名村民从事乡村旅游， 成为职

业新农人。一期项目预计带动 200名

村民就业或参与发展， 预计增收

1000 万元。 旅游一期景区 2018 年 9

月开始试运行，全年预计接待游客量

10万人次，将直接产生就业岗位 100

余个，间接带动周边民众参与旅游事

业创造就业岗位 200余个，形成旅游

产业收入 2000万元以上。

据中天金融集团精准扶贫项目

部总经理谭丹介绍，2017 年 4 月份，

她带着公司精准扶贫项目的成员来

到团结村时，感觉村民不自信，土地

荒废，利用率低，且农产品无销路等

问题突出。 经地毯式入户走访村民

后，他们觉得村民游手好闲是因为没

事做。 因此，在脱贫举措上采取不给

予钱财的方式，要让村民自食其力。

2017年， 中天金融出资 4000万

元，团结村村集体以土地使用权入股

形式出资 1000万元， 成立贵州大发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导入现代农业经

营模式：农户负责养殖,农业公司负责

技术推广等其他服务, 最终将公司收

益的 80%返给村集体。 同时，中天金

融出资 3500万元， 把大发渠作为无

形资产估值 3000万元作价入股成立

贵州大发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最终将

公司收益的 80%返给村集体。

据介绍，建立农、旅公司，是中天

金融集团帮扶团结村时创立 “以三

变融合三产振兴三农” 的“三三三”

脱贫振兴模式，通过“三变”搭台，建

立农、旅公司，建立三大农村合作社，

打造脱贫振兴的桥头堡； 通过 “三

产” 融合，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农业

供给侧改革，组建“不走的” 扶贫工

作队；通过“三农” 振兴，开展现代化

农业富裕农民，组织懂农业、爱农村、

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

“一系列措施， 让农户思想从

‘要我赚’ 转变到了‘我要赚’ ，从被

动脱贫变为主动脱贫。 ”贵州大发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文纲说。

除了农业和旅游，团结村的扶贫

工作，还包括医疗帮扶和教育帮扶。

同年，团结村 700位村民得到了

健康体检，建立健康档案。 全体村民

5430 人获得总保额 3.2 亿团体意外

保险捐赠帮扶。

本报记者 陈玲 实习记者 陈佳艺

500余村民 争着返乡创业

民建贵州省委联合中天金融集团帮扶团结村，给了村民脱贫致富的底气———

■新闻速递

回乡搞养殖

村民有了底气

学习做旅游

以后再当老板

村民脱贫路

由被动变主动

甜蜜的事业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务川县水

务局获悉： 随着近千米长排洪隧洞

贯通， 该县石朝乡京竹村京竹坨片

区将逐渐摆脱年年水困局面。 据介

绍，受地形影响，当地此前几乎每年

都要被水淹一至两次。

石朝乡京竹村四周环山， 中间

是一块约 400 亩的坝子， 名叫京竹

坨。 蜿蜒流过京竹坨坝子的小河，

在一处山脚钻入多个地下溶洞，再

从很远的地方流出。 京竹坨居住着

近 500 位村民， 他们以耕种坝子中

的田土谋生。 但每年汛期， 骤至的

暴雨引发山洪， 顺着河流直入坝子

后，淤积严重的溶洞排水不畅，导致

积水，让村民苦不堪言。

“几乎每年都要被水淹一到两

次。” 务川县水务局的一位干部说，8

小时降水 60 多毫米，京竹坨就会被

淹几天， 最深处积水深度有 10 多

米。 水淹的时间最长近半个月，最短

也要两到三天才能消退。

据介绍，年年夏季，村民们都会

因庄稼“潜水” 损失惨重，有的村民

为此弃耕坝区土地。 在耕地资源本

就匮乏的石朝乡， 有好田好土的京

竹村，却因水灾贫困程度极深。

务川县水务局相关负责人昨日

介绍， 该工程于 2017 年开工建设，

到本月 3 日， 排洪隧洞实现全线贯

通， 进、 出口渠道正在进行扫尾工

作，预计今年底可完成所有工程。

“明年汛期，京竹坨片区的农田

就能基本摆脱‘潜水’ 历史。” 他说，

同时还能保护面积约 2.1 平公里的

集镇。 而围绕水利扶贫工程启动建

设， 当地村民正利用京竹坨片区土

地肥沃、光照好等自然资源，发展起

经果、药材等产业。 （黄黔华）

千米隧洞贯通

村庄告别“潜水”

务川一村庄受地形影响，每

年都要被水淹一至两次

村民养殖的生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