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多数同龄人打网游的时候，
他在伏案工作；同事们下班回家、聚
餐了，他还在学习。他是我见过最

‘另类’的小年轻，对工作极其热情，
稳重、细心、肯学、靠谱，任何事必须
落地有声……”说起刘锦秀，西秀区
轿子山镇党政办副主任姜荣有夸不
完的话。

姜荣口中的刘锦秀，现任西秀区
轿子山镇镇长助理、党政办主任、轿
子山镇木头寨村村级作战室指挥长，
今年28岁的他刚刚被评为全省脱贫
攻坚优秀共产党员。

“三字方针”确保政令畅通

脱贫攻坚期间，乡镇党政办相当
于村级脱贫攻坚战的大后方，各类文
件、会议、接访不计其数，统筹协调好
党政办工作至关重要。

“刘主任要两头顾，又要确保党
政办工作效率，就和我们商量，重新
调整分工，保证什么都做得有条不
紊。”聊起刘锦秀的工作态度，轿子山
镇党政办工作员杨刚说，“他对工作
的要求总结起来就是三个字‘快、准、
实’，政令落实快、重点问题掌握准、
基础工作实。”

“在脱贫攻坚的冲刺期，全镇干
部都顶着扶贫与业务两面压力，不分
日夜熬守在工作岗位，大家白天忙累
了，一到晚上都希望好好休息，但他
每天坚持学习的习惯从没有间断。”
说起刘锦秀，同事们都很钦佩。

倾情付出 帮扶贫困群众

因为要兼顾镇党政办工作，每天
下午6点以后，刘锦秀都会到村民家
中坐坐，了解他们的近况。

2016年，木头寨村贫困户胡金友
的儿子胡俊考取上海立信会计金融
学院，这一好消息让原本拮据的胡金
友一家喜而转忧。刘锦秀得知后，立
即向教育局咨询政策，跑前跑后帮助
胡俊申请了教育资助，陆续得到8330
元教育补助，解决了这个家庭的后顾
之忧。

转眼，胡俊就要毕业了，今年放
假回家的他告诉刘锦秀，自己毕业了
也要回到家乡参加工作，为家乡建设
献一份力。

70多岁的夏永平老人，和自己的
小儿子一起挤在不足60平方米的破
旧平房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为了帮助夏永平一家脱贫，驻村
工作组几次来到他家讲政策，做工
作，但夏永平一家不愿配合，这让刘
锦秀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说多不如做好。”刘锦秀首先对
他家的危房改造，在其旧平房旁边地
基上新建两间平房。房子一天天垒
起来了，墙也刷白了，沙发、柜子、电
饭锅……一样一样搬进新房子里来。

“我以为你们只是说说而已，哪
晓得你们是真心实意的关心我，谢谢
你们。”看到驻村工作组做的这一切，
一向“难讲话”的夏永平老人，终于缓
和了自己的态度。

“只要干得好，两人每月至少能
拿到6000元，日子就不用愁了。”为
了提高夏永平一家的收入，刘锦秀还
帮助他小儿子夫妻俩找工作，希望他

们通过自己脚踏实地的付出，把日子
好好过起来。

“带着这个红薯在路上吃，别饿
着。”如今，刘锦秀每次来夏永平家，
夏永平总会提前准备个吃的让刘锦
秀带着走。从一开始的抵触，到如
今的亲密，刘锦秀说再苦再累都值
得了。

办事靠谱 带领村民致富

脱贫攻坚工作干得好不好，得看
产业旺不旺、群众笑不笑。

“小伙子虽然年轻，但想事有思
路、有见地，办事有魄力、有干劲。”木
头寨村支书胡细刚说。

“木头寨村有轿子山煤矿，以前，
这里的村民大部分都是搞煤炭运输，
经济收入颇丰，但随着煤矿产能的逐
年下降，早已没有那么多的煤矿供应
运输，很多劳动力闲置、颓废，甚至变
得懒惰。”刘锦秀为此而担忧，并在心
里埋下了发展农业产业的“种子”。

经了解，木头寨村闲置的土地较
多，尤其在和普定县交界处的连片土
地，有水源、地势较平，适合种植蔬
菜。大家都不敢相信在木头寨村能
种植蔬菜，村支书、村主任轮番质疑、
担心村民不支持，以为大家都只想守
着那一亩三分地，自己不种也不给别
人种。

“我们还没有去做群众的思想工
作，怎么就断言他们不愿呢？”年轻的
刘锦秀当着村干部的面第一次严厉
地“呵斥”道。

很快，木头寨村成立了“村社合
一”的合作社。第一年，合作社种植
300多亩蔬菜，建档立卡贫困户除了
每亩土地流转获600元外，还每户分
红1000元。第二年，得到实惠、尝到
甜头的少部分群众带动更多群众，积
极参与到蔬菜种植中。

如今，“只有发展壮大产业，才能
从根本上实现脱贫和防止返贫”这句
话已经成了村干部们的“口头禅”。
白天，他们到田间地头忙管理，晚上，
他们带上投影仪到各个村组忙宣
讲。很快，木头寨村争取到项目资金
50万元，新修了产业路4.5公里、新建
了饲养规模达2000头的养猪场一个
……合作社日均解决30名以上困难
群众务工，每人每月能拿到务工报酬
2000元以上。

在村里，除了产业，刘锦秀对基
础设施、易地扶贫搬迁、“三保障”齐
头并抓，“四场硬仗”一场都不懈
怠。现在，木头寨村贯通水、电、路、
讯，搬迁农户收入稳定，危房改造、
医疗报销等各类补助累计报销金额
达80万元。

如今，刘锦秀在木头寨村“很有
名气”，村民们有困难都愿意找他，
他也从不敷衍了事。“我本是农村
娃，我也是在艰苦中长大的孩子，深
知贫困家庭对脱贫致富的渴望，我
愿意为他们服务，为他们奉献青
春。”刘锦秀说。

责任编辑：熊可吟/校对：侯金梅/组版：金萍
ANSHUN DAILY 要 闻 2 2019年7月12日 星期五

本报讯（记者 甘良莹） 7月11
日，我市召开“访千户企业 助实体经
济”专项宣讲会，搭建“银政企”沟通
平台，推动金融机构服务企业工作迈
上新台阶。

会议指出，小微和民营企业在我
国经济建设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今年以来，国务院多次召开常务会议
部署加大对小微和民营企业的支
持。我市企业大多数是小微和民营
企业，因此促进小微和民营企业的发
展对全市经济大局意义重大。

会议强调，振兴实体是全民经济
发展的重要支点，是实现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举措。支持实体经济发
展是各职能部门、各金融机构义不容
辞的责任，各有关部门要以此次活动
为契机，狠抓政策落实，优化小微及
民营企业的营商环境；各金融机构要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主动作为，积极
转变观念、创新产品、优化流程，发挥
好助力作用，为我市经济持续快速健
康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宣讲会上，人行安顺中支介绍
了安顺金融综合服务平台及应收账
款融资业务，市税务局介绍了增值
税等纳税品种，农行安顺分行介绍
了中征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操作
及支持小微、民营企业信贷产品相
关情况，各金融机构向参会企业、个
体工商户讲解信贷产品、发放宣传
折页等。

市金融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市工商联、市税务局、人行安顺中支
分管领导，小微和民营企业代表、个
体工商户代表，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征
信管理工作分管领导、征信管理牵头
部门及相关业务部门负责人参会。

7月8日，紫云自治县大营镇金龙
村打江坨组肉兔养殖场，管理员倪元
会像往常一样，早上的第一件事就是
检查种兔的繁殖情况，然后给种兔和
幼兔喂食、喂水，打扫兔舍卫生等。

“金龙村建在打江坨组的养兔场，
是利用青岛结对帮扶的30万元和卫计
扶贫资金10万元来建成的扶贫项目，
项目于去年10月开工建设，今年2月
中旬建成，从四川引进的第一批406只
种兔入场养殖。”市公积金管理中心紫
云部主任驻金龙村第一书记丁碧说，
为提高兔产业的管理发展效能，金龙
村村公司将养兔场承包给打江坨组倪
元会夫妻俩饲养管理，为增强倪元会
饲养管理的积极性和责任心，村公司
除每月给每人2000元工资外，每生产
一只兔仔提取5至1元作为提成。

“兔子繁殖较快，种兔一个月生产
一胎，一胎可产10只兔仔；目前，正是
兔子繁殖的较好时节，几乎每天都有
种兔生产。”金龙村村支书吴直国说，
目前，金龙村打江坨组养兔场已生产
幼兔 2000 余只，预计到年底可达
10000只以上。

“金龙村的兔产业见效后，利润的
60%为10户贫困户和10户计生户分红，
其余部分用于村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

展、老弱病残人员的福利等。”丁碧说。
金龙村是一个深度贫困村，近年来，

该村不断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不仅
发展养兔业，还发展有高床蛋鸡、竹鼠、
小黄牛、肉鸡、中药材、魔芋等产业。

“金龙村与大营镇的大营、打彩、妹
场、芭茅等村抱团发展，于去年开始发
展高床蛋鸡产业。”吴直国说，高床蛋鸡
产业产生的利润由7个村平分，预计每
村每年可获得20万元以上的收入。

在金龙村平寨组竹鼠养殖场，记
者见到村民韦小健，他正用竹子和芭
茅秆喂养竹鼠。

“为拓展扶贫产业助农增收脱贫，
金龙村依托平寨组竹鼠养殖条件，投
入50万元壮大村集体经济的扶贫资
金，选址平寨组寨前平地，新建了一个
占地2.6亩的竹鼠养殖场。”丁碧说，竹
鼠养殖场由村公司统筹，聘请具有竹
鼠喂养经验的韦小健负责管理。

“一只雌性竹鼠，一年可繁殖3至4
胎，每胎3至6只。”韦小健说，竹鼠的
喂养成本低，一只竹鼠一天的饲料成
本0.3元，一个月9元，喂养7个月的竹
鼠每只3-5斤，销售时成本63元左右，
竹鼠的市场价格不低于每斤80元，利
润可观；目前，平寨竹鼠养殖场竹鼠存
栏量近2000只。

“去年，平寨组还种植了102亩地
的葛根和60亩山豆根（中药材）；今年
可采收，葛根预计每亩产量5000斤，现
葛根的市场价每斤5元。”金龙村平寨
组小组长韦邦国如是说。

随后，记者来到了金龙村竹林坨
组看到，寨前田坝里全都种植着观音
草、山豆根等中药材。

金龙村竹林坨小组组长张启国说：
“2015年，贵州百灵集团旗下的宝林公
司来村里开展帮扶工作，发现竹林坨组
一带的山坡山、道路边、房前屋后生长
着一种名叫观音草的中药材。于是，宝
林公司为支持村民发展中药材产业，与
农户签订了保底回收观音草的协议，一
下子提高了村民们种植观音草的积极
性，走亲访友、赶集、上山干活都背着背
篓和小锄头，到处去采挖观音草苗，带
回来后集中栽植，当年，竹林坨组就栽
植了80亩地的观音草。”

“由于观音草存活率高、且为喜阴
作物，能够将其套种在玉米之下，这样
一来让村民们的土地实现了双丰收。”
吴直国说，竹林坨组
一改以往种植传统
农作物玉米的思想，
从而走上了脱贫致
富的新路子，这为金

龙村转变思想，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
效农作物做了很好的示范。竹林坨组
也因此于去年实现了整组脱贫。

“2017年，金龙村引进百灵集团旗
下的宝林科技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在该
村投资1000万元打造中草药种植基
地。”吴直国说，项目按照“龙头企业+
村级公司+农户”的合作模式，种子、种
苗、肥料、种植技术由宝林公司提供，
农户投入土地、劳动力，公司保底回
收，收益按毛收入的4：1：5分配，即农
户占50%，公司（龙头）占40%，村级合
作社占10%。目前，全村观音草、山豆
根、白芨等中药材种植面积500多亩。

“种植业方面，金龙村除了种植中
药材，还种植有魔芋445亩，皂角1200
亩。”吴直国说，金龙村的皂角是2016
年种植的，今年可采收，每亩33株，每株
可收割10斤皂角刺，现在市场上的皂角
刺每斤20至30元。作为深度贫困村的
金龙村，全村462户 2101人。其中，
2017年登记建档立卡贫困户230户
994人，目前，已脱贫144户665人。

（上接1版）
“今年入春时，我们一边做大樱

桃产业面，让永和村樱桃产业在2020
年达到5000亩以上，实现人均一亩樱
桃的产业梦想，一边做长樱桃产业
链，提升樱桃产业附加值。”镇宁白马
湖街道办事处永和村驻村第一书记
申慧民介绍。今年永和村准备以樱
桃产业发展为契机，大力打造生态观
光游，实现农旅发展，促进村集体经
济持续稳定增收。

“看花的游客走了，采果的游客
来了，村民的荷包也鼓起来了。”在
2019年镇宁脱贫攻坚“春季攻势”现
场观摩会上，六马镇镇长陆贤德向各
乡镇的观摩人员介绍，六马镇将继续
发挥生态优势，利用打帮河流域得天
独厚的水资源环境，继续做大做强乡

村旅游，让广大农户端上乡村旅游的
金饭碗，实现全镇“农业强、农村美、
农民富”的目标。

让田园变公园，农区变景区，产
品变商品，人气变财气，青山变金山，
颜值变市值，劣势变胜势，盆景变风
景……"让游客有景观的看头，有文化
的说头，有休闲的玩头，有后备箱的
带头，有再来的念头，有带着亲朋好
友一起来的想头，有群众致富的盼
头！”农村产业革命，正逐渐让镇宁一
大批长在深山人未识的优质“山货”，
不仅实现了规模化发展，并以其独特
的优势，使产业链得到了延长、打造
出了特色品牌，实现了产业兴旺。

创新模式 利益联结 助力脱贫

今年端午节前后，马厂镇凡其村

1000多亩西红柿大量上市，两块多钱
一斤的喜人价格，让村集体公司尝到
西红柿种植甜头的同时，也让土地流
转村民看到了今后发展的希望。

“按照亩产7000多斤预算，今年
凡其村村集体公司种植的西红柿能
有60来万的收入。”凡其村驻村第一
书记程继承介绍。

按照当初成立村集体公司时的
规定，村集体公司每年收入的20%返
还成立时的启动资金，60%在年底分
红给全村169户贫困户，剩下的20%
归村集体所有。今年年底，村里的每
户贫困户大概能分红1000多元。

产业发展，村民致富。马厂镇在产
业发展过程中，创新实行“折股联营”的
模式，建立村级合作社13个，农户以

“土地折股入社+劳动力折股入社+帮

扶资金折股入社”模式，使贫困户100%
都成为股东和社员。目前全镇流转土
地1917亩，资金入股1081.11万元，
2018年共计分红10万余元。

以村为点，以乡镇为面，以全县
为体。推进农村产业革命，镇宁因地
制宜推广“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
组织方式，积极创新经营合作模式，
发展壮大龙头企业、完善提升专业合
作社、打造规模化生产基地，通过落
实农户在产业链、利益链、价值链中
的环节和份额，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构
建有力产业支撑。

如今，利益联结正逐步成为解决
镇宁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的关键
问题，建立了贫困人口稳定脱贫的长
效机制。2018年，镇宁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达8814元，增长10.5%。

“调”出发展新天地

紫云金龙村：

种养结合促增收
□本报记者 姚福进

我市召开“访千户企业 助实体经济”
专项宣讲会

脱贫攻坚群英谱

让青春在脱贫攻坚中闪光
——记全省脱贫攻坚优秀共产党员刘锦秀

□叶鹃 本报记者 吴学思

7 月 9日，记者来到平坝区十字
乡十字村上坝茶场，农户们正在茶园
里除草。

“为了做好放心茶、绿色茶、品牌
茶，茶园在种植技术上一直坚持绿色发
展的思路。”茶场技术人员杨祥英说：

“由于不打农药，茶园的草长得茂盛，年
年都是人工除草，一年要除三至四回，
还要松土一次，茶采回去后从来不落地
都是用簸箕摊起，杀青机清理干净后才
能杀青，这样才能做出干净茶。”

据了解，该茶场种植面积300余
亩，注册资金30万元，总投资1345万
元。结合好茶不宜暴晒的要求，茶园里

套种了红豆杉及多种名贵树种和多种
果树。并把茶、林、旅有机结合为一体，
实现多元化发展。该茶场本着“食品安
全、质量保证、信誉第一，做干净、生态
茶”的经营理念，生产出的绿茶、红茶、
白茶、青茶，赢得了经销商和消费者的
青睐。

“从总体上来说，我们的茶销售还
不错，在省内、省外都很受消费者的青
睐，在省内很多人喝了之后，都会打电
话来买这个茶，或者就是直接开车来
买。在省外通过推介后，这个茶供不应
求。”茶场负责人谢世兰告诉记者。

该茶场每年采茶、除草等用工上千

余人次，解决了当地村民的务工难题，直
接带动周边农户及搬迁户上千户就业。
精准扶贫户还占有优先务工的优势，且
工资高于一般农户。

据介绍，上坝茶场还获得了贵州绿
茶地标等称号，现正在进行欧盟有机茶
出口的认证。“贵安杉尖”牌毛峰在
2017 年的“黔茶杯”中荣获一等奖，
2017 年秋季斗茶大赛喜获“银奖”，
2018年又喜获“黔茶杯”一等奖，秋季
斗茶大赛铜奖，2019年绿茶毛峰又喜
获“黔茶杯”特等奖，红茶二等奖。

目前该茶场正在建设新的制茶厂
房，研发新产品，力争打造成为优质、干

净、生态、放心的高端有机茶企业，服务
当地老百姓及精准扶贫户，为地方脱贫
攻坚巩固提升工作和地方跨越经济发
展贡献力量。谢世兰说：“我正在开发
两款茶，一款是蒲公英，一款是车前
草，销路很好，很受消费者的青睐，它
的用工量需求量也是非常大的，能够
更大地解决这个当地移民搬迁的务工
难的问题。”

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业务部门的全
力支持和帮助。“我们将持续发力做好
服务工作，为企业的做大做强做好坚强
后盾。”平坝区农业农村局技术人员黄
思元说：“作为农业部门一定秉承为农
户服务，不仅做好指导和培训工作，而
且在种植加工销售等方面也要做好服
务。”

据了解，近年来，平坝区培育了一
批规模集中、设备先进、绿色发展、高效
经营的茶叶龙头企业，扶持一批经营水
平好、经济效益高、影响能力大、带动能
力强的骨干茶叶专业合作社，鼓励龙头
企业自主创新发展模式，采用订单生
产、股权合作、土地租赁、劳务雇佣多种
方式与贫困村、贫困户建立利益共同
体，向贫困村、贫困户提供资金、技术、
市场等方面的服务，帮助他们通过发展
产业实现脱贫致富。为增强群众脱贫
致富“造血”功能注入新活力，为乡村振
兴建设提速提供新动力。

自2009年以来，该茶场一直秉承
做品牌好茶的理念，经过种茶人全身心
的付出，在全省斗茶大赛和茶艺评比中
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在取得了良好的
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为当地的村民务工
提供了条件，增加他们的收入。

平坝十字村：

茶叶飘香产业兴
□李朝虎 本报记者 桂传念 文/图

农户们在茶园除草农户们在茶园除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