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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蓝莓撑起大产业
“是蓝莓让我家告别了贫困，现在我
还有了自己的蓝莓基地，家里也有了稳定
的生钱路子。”说这话的，是怀宁县三桥镇
双塘村朱华全。
十几年前，朱华全靠着在沈阳打工赚
的钱盖起了两层楼，但后来由于自己的两
个孩子都有 2 级残疾，还需要妻子照看，让
朱华全的家庭收入一落千丈。在村干介绍
下，朱华全参加了免费的蓝莓种植培训
班，种起了蓝莓。蓝莓幼苗是由公司免费
提供，在种植过程中公司还经常派技术人
员为其提供免费指导。
打赢脱贫攻坚战，产业是关键，而如
何构建起新型经营主体与贫困户联动发
展、利益联结方式则是“关键中的关键”。
怀宁县聚焦聚力蓝莓产业，推广“四带一
自”产业扶贫模式，采取股份合作、技能
培训、劳务用工、生产托管等行之有效的
做法，走稳走实贫困人口依靠产业脱贫、
持续增收之路。据统计，该县通过蓝莓产
业“四带一自”发展模式带动全县贫困户
2497 户次，带动贫困户增收 1185 万元，户

均增收 4780 元。
怀宁县背依大别山，丘陵地区面积
95.49 万亩，丘陵岗地的土壤 90%以上为红
壤、黄棕壤，呈酸性至微酸性，且一直有野
生蓝莓分布。经资源调查共有 10.5 万亩的面
积适宜蓝莓种植。省农科院 1998 年在县园艺
场进行了示范种植并取得成功，2004 年开始
对怀宁山场土壤和自然环境进行考察论证，
并于当年成园试种。截至目前，怀宁县共涌
现蓝莓产业化企业 68 家、种植面积 3.5 万
亩，建成蓝莓基地 132 处，初步形成了良种
繁育、规模种植、休闲采摘、预冷保鲜、食
品加工等较为完整的蓝莓产业链，蓝莓种植
规模、鲜果产量超过全省一半，成为长三角
最大的蓝莓种植区，该县黄墩镇还被评为
“安徽蓝莓第一镇”
。
山场流转+雇佣务工。陈小忠是三桥镇
金闸村的一般贫困户，患病的他常年用药，
不能干重体力活，妻子常年在外打工。美林
蓝莓公司入驻三桥镇后，陈小忠将家中的山
场流转给了公司，母亲郑金翠到家门口的蓝
莓基地锄草、剪枝、摘果，一年下来能为家

里增加几千元的收入。为了发展蓝莓产业，
怀宁县将农户名下的山场、荒地予以合理流
转，流转了山场、荒地的农户在蓝莓基地务
工，蓝莓种植从山场翻耕到土地平整，从种
苗栽培到除草剪枝，从施肥养护到采摘鲜
果，从冷藏保鲜到精深加工，蓝莓产业全生
产链条大量用工需求，吸纳了当地大量农村
富余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如今有 800 余名
贫困劳动者常年在蓝莓基地务工。截至目前
全县共流转山场、荒地 4 万亩，每亩租金
150 元左右，此举既盘活了农村闲置资产，
又增加了农户资产收益。
订单收购+分红。对于农户个人或联户
种植蓝莓的，蓝莓公司免费培训，免费提
供幼苗，免费上门指导，同时，考虑到蓝
莓精深加工投入大、准入条件和技术要求
高，蓝莓公司与种植户建立稳定的订单和
契约关系，由蓝莓公司保底收购，并按照
事先约定分配其红利，确保一般种植户也
能分享到蓝莓加工、流通环节的利润。近
年来，该县成功举办蓝莓种植培训班 24 班
次，有 712 位贫困劳动者参加了订单定向式

技能培训，有 231 人自己或联户办起了蓝莓
种植基地。
农户入股+保底受益+按股分红。用扶
贫小额信贷参股蓝莓企业，贫困户既能享
受到保底收益，还能按股分到红，近年来
该县有 780 户贫困户通过扶贫小额信贷资金
入股蓝莓企业，每户每年可获得固定收益
3000 元。更有一些镇村结合农村“三变”
改革，让贫困户用山场资源参股，投资发
展蓝莓产业，真正实现了“资源变资产、
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今年，三桥镇
金闸村整合扶贫奖补资金 29.07 万元，新建
精品蓝莓采摘园，10 户农户以 25.8 亩土地
经营权入股，每亩田地以 2000 元折算，合
计 5.16 万，村集体占 84.93%股份，农户占
15.07%股份，每年年底分红，为保证入股
农户利益，以土地入股的农户每年保底分
红不少于每亩 200 元。
吴良伦

新 闻 聚焦

美丽风景线
日前，几台施工车辆在 S238 省
道怀宁县秀山乡西涧段公路上穿
行（无人机拍摄）。
S238 怀宁段公路改建工程一
期自 2017 年 5 月 10 日正式开工，总
投 资 7.23 亿 ，总 长 度 16.547 公 里 ，
路面宽度 24.5 米，设计时速 80km/
h,，沿线经过高河、秀山、公岭、黄
墩、三桥等 5 个乡镇。截至目前，路
基 土 方 工 程 、路 面 水 稳 结 构 层 工
程、桥梁工程已全部完成，沥青混
凝土路面已完成 80%，现正在进行
绿化工程、交安工程施工。
丁泽强 张海燕 摄影报道

清河乡扶贫攻坚
打出“组合拳”

精准助残惠残

怀宁县清河乡坚持“长期致富”与“短期增收”
相结合，
“ 设施改善”与“产业发展”相结合，
“ 扶技”
与“扶志”相结合，打出脱贫攻坚“组合拳”。
大力实施产业扶贫，全乡已有 355 户申请发展
特色种养业，产业覆盖率达 92.69%，发展产业个数
509 个，户均产业达 1.33 个。截至目前累计发放产
业财政奖补资金 66.755 万元。深入推进金融扶贫，
完成 25 户已脱贫户和新增贫困户评级授信、审核审
批，发放贷款 121 万元，目前企业已将今年的贷款参
股分红 60 万元全部打到乡财政所，统一发放。教育
扶贫应享尽享，全乡 2018 年春季学期建档立卡贫困
家庭在校学生共 138 户 169 人，资助金额合计 21.715
万元。大力开展健康扶贫，该乡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中经县农合办审定慢性病 164 人，已完成慢性病就
诊证发放工作。发挥社保兜底扶贫托底作用，有 70
人扶贫对象享受居家养老补贴、有 37 人享受高龄补
贴；有扶贫对象 35 人享受精神病药费补助，有 179
人享受重度残疾人生活补贴、有 35 人享受重度残疾
人护理补贴。深入推进就业扶贫，目前全乡在就业
扶贫基地就业的贫困户有 10 人，在居家就业扶贫基
地就业共 24 人，全乡共 14 名贫困人口被安排生态
护林员公益性岗位。全乡旅游扶贫带动 75 名贫困
人口。
檀志扬 张文涛 吴芳芳

怀宁县从解决残疾人“最关心、最
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入手，精准实施
贫困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训练和贫困精
神残疾人药费补助等惠残民生工程项
目，使广大残疾人享受到“有温度的助
残服务”。
今年 8 岁的小慧 （化名） 家住茶岭
镇三元村红星组，患有遗传性智力残
疾。她的母亲患有智力残疾，父亲一
只眼睛失明，奶奶又是肢体残疾，是
典型的一户多残。命运的捉弄让这原
本贫困的家庭走向了低谷，根本拿不
出 钱 给 小 慧 治 疗 。 2016 年 ， 怀 宁 县 残
联工作人员在一次走访中得知情况
后，立即为小慧一家提供符合政策的
助残帮扶，特别是将贫困残疾儿童抢
救性康复民生工程政策向小慧的父亲
进行详细地宣传解说，叮嘱尽快申请
免费康复训练，以免耽误了孩子最佳
的康复时间。
“小慧的智力残疾属于较为严重
的，刚开始来的时候基本没有沟通，认

情暖“折翼天使”

知很差，性格急躁。通过康复训练现在
能进行语言交流，能跟着老师的要求完
成指令操作。”在怀宁县思语残疾人康
复中心为小慧做“一对一”个训课的王
金爱老师说。
贫困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训练民生
工程政策照亮了小慧原本暗淡失色的童
年，也让她的全家燃起了新的希望。
“来康复中心已经两年了，孩子的情况
也有了明显好转。”小慧的父亲说。
为让每个有需要的残疾儿童能得到
及时有效的康复训练，该县按照“申请
一例，康复一例，不受时间制约，不受
名额限制”的要求，做到“应助尽助，
一个不漏”，使符合条件的残疾儿童都
能享受到抢救性康复救助。据了解，今
年全县确定了贫困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
训练项目 132 人，完成率 129%，现均已
安置到相关康复机构接受康复训练。
除精准实施贫困残疾儿童抢救性
康复训练工程之外，该县还精准实施
贫困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惠残民生工程

项目。
家住该县高河镇粉铺村西许组的查
宏生 （化名） 是建档立卡贫困户，精神
二级残疾，享受药费补助政策。通过
药物治疗，查宏生基本恢复正常。今
年 以 来 ， 该 县 为 1435 名 城 乡 贫 困 残 疾
人累计发放药费补助 143.5 万元，完成
率 171.7% ， 其 中 建 档 立 卡 精 神 残 疾 人
813 名。
据了解，为切实做好精准助残工
作，该县出台了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行
动实施方案，积极探索新思路，创新工
作举措，将“倾力助残服务，实施残疾
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服务残疾儿童及
持证残疾人 11400 人”列为县政府 2018
年为民十件实事等。
“帮助残疾人实现精准康复是民生
工程更是民心工程。我们精准实施惠残
民生工程，让广大残疾人感受到有温度
的助残服务，享受到有尊严的生活质
量 。” 怀 宁 县 残 联 理 事 长 李 咏 梅 说 。
张文涛

说。为学习借鉴外地先进经验，在乡村振兴
专干樊玲生的建议下，村两委一班人专门前
往东至县、石牌镇、高河镇等几个蔬菜产业
发展比较好的地方进行考察、对比。经过认
真商议，决定发展百亩蔬菜基地。
金鸡村是个典型的农业村，集体经济比
较薄弱，要把蔬菜基地建好，
钱从哪里来？大
家一筹莫展，
“后来，我们村里五个人决定每
人集资 5 万元，陈书记又是公司董事长，他以
自己的名义贷款 10 万元，这样才筹集了 40 万
元的启动资金。
”
朱训庆说。
有了启动资金，村里马上启动基地建
设，土地平整、沟渠清淤、道路建设，滴灌等
配套设施，前后忙了近两个月。8 月份，第一
批白菜、萝卜、大蒜十来个品种蔬菜种子撒
了下去。随后的几天，朱训庆、陈小龙、樊玲

生几个人就天天守在基地上。
“ 我们就这么
眼巴巴地等着，担心啊，就怕种的蔬菜不发
芽。”樊玲生说。好在这些蔬菜真是“不负众
望”，长势良好，很快两个月的时间过去，10
月中旬，蔬菜也进入收获季。
“蔬菜长的好，还要卖得出去，好菜也怕
巷子深，”朱训庆说，刚开始向外推销蔬菜，
他们采取的是“沿街叫卖”、
“免费品尝”等土
法子。后来村干部转型当上“菜贩子”，这种
推销方式很快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大沙
洲的蔬菜悄然“走红”。很快，安庆市金华联
超市主动上门洽谈合作事项，高河镇、凉亭
乡的几个经营蔬菜的个体老板也成了固定
客户。如今，大沙洲蔬菜基地每天能销售近
两千斤，目前已有 6 万多的收入。
“ 估计到年
底，能有 30 万元的收入。”陈小龙对蔬菜销售

怀宁加强扶贫领域资金
使用管理监管
打好脱贫攻坚战，资金保障是关键。
怀宁县在积极争取上级资金、加大扶贫资
金投入力度的同时，切实加强对扶贫领域
资金的监督监管。
该县定期对农委、
教育、
卫生等部门和
乡镇扶贫资金支出情况进行调度，督促行
业主管部门和乡镇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及
时申请拨付资金，
压实部门和乡镇使用、管
理资金的主体责任。简化扶贫项目政府采
购程序和资金报账程序，在符合规定前提
下，对扶贫项目的政府采购需求优先审批
办理，
对涉及扶贫资金的报账申请实行“即
时办理”。截至目前，
已拨付各级扶贫资金
9678.59 万元，支出进度为 92.1%，超过序时
进度要求。在扶贫资金督查巡查力度上，
紧盯扶贫资金使用管理的关键环节，按季
度开展督查、巡查工作。县财政局会同县
扶贫办等定期部门开展联合督查，实行跟
踪检查，
确保了扶贫资金安全、规范、高效
使用。
钱续坤 戴名胜

平山镇项目化推进
“河长制”
“林长制”
落实
怀宁县平山镇积极践行绿色生态发
展理念，坚持以项目化推进“河长制”
“林长制”各项工作落实。
该镇结合钵盂湖综合开发建设，整合
资金 4000 余万元，先后启动实施了东渠道
治理、钵盂湖清淤、土地平整、绿化提升
等工程，推进“山、水、田、林、路、
村”协调建设；结合实施小型水利 5588 工
程，投资 500 余万元，整治当家塘 43 口，
清淤沟渠 5 条，除险加固水库 4 座；积极
保障施工环境，投资 170 万元的皖河新大
桥防渗工程及投资 2700 万元的皖河平山长
滩段综合治理工程顺利开工建设。大力实
施“护绿、增绿、用绿”工程，结合政府
驻地建成区环境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新
增绿化 8400㎡，新增苗木 1000 余棵；积
极发展绿色经济，中日友好林、油茶基
地、山核桃基地等效益良好，农兴花卉建
成省内最大的杜鹃花培育基地，年交易收
入近 1000 万元。
程海珠

“怀宁味道”
香飘上海滩
近日，
第五届安庆名优农产品(上海)交
易会在上海市农业展览馆成功举办。怀宁县
18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参加展示展销。
交易会上，
该县无公害农产品、
绿色食
品、
有机食品大受欢迎，
享有
“国字号”
的
“稼
仙牌”
大米、
“皖山牌”
板鸭，
享有“安徽老字
号”
的
“顶雪”
牌贡糕、
“龙凤”
牌贡面、
“龙池”
品牌，
蓝莓酒及蓝莓果醋、饮料、果干、无公
害水产品甲鱼，
有机稻鸭生态米，
菜籽油、
皇
菊、
杭白菊、
农家土酱等 80 多种
“怀宁味道”
香飘上海滩。交易会期间，
前来购物的顾客
和上海市民人头攒动，
场面火爆，
“稼仙牌”
大米、
“顶雪”
牌贡糕、
农家土酱、
花卉等成为
抢手货，
产品销售一空。据统计，
三天现场
销售额达32多万元。
夏国钧

怀宁健康扶贫政策宣传
刷爆朋友圈

大沙洲拓荒记
在怀宁县凉亭乡金鸡村靠近大沙河一
段，有一块面积约 200 亩的冲积沙洲，这里的
老百姓都叫它大沙洲。由于易涝易旱，庄稼
收成不好，久而久之，洲上荒草丛生，荆棘满
布，成为了荒草滩。
大沙洲、
荒草滩，
一直是金鸡村村两委一
班人的心病。村党总支书记、主任朱训庆说，
“2012 年，
大沙洲通过土地流转给个私老板种
植中药材，
没有成功，
最终抛荒了，
这么一块好
土地就这么闲置着不能发挥效益，
我们村里人
都很着急。
”
今年 5 月，
大沙洲经营权到期收归
村里，
村里及时申请成立了金鸡笼生态农业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
准备开垦拓荒大沙洲。
“办企业不行，种药材也不行，大沙洲上
沙土多，还是适宜种菜。”村党总支副书记、
金鸡笼生态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陈小龙

新 闻 短播

前景还是比较看好。
现在大沙洲蔬菜基地占地面积 103 亩，
每天在此务工的群众有十几人，常年务工的
有近 50 人。75 岁的贫困户董经洲每天都准
时来到基地上班，他主要的工作就是负责收
菜，
“ 干 了 20 来 天 ，已 有 1000 多 元 的 收 入
了！”老人乐呵呵地说，目前像董经洲一样在
这里务工的贫困户有七、八人。
“大沙洲从荒草滩变成生金地，既发展
了产业，又带动了村民致富，这为乡村振兴
找到了一条好路子。”凉亭乡党委副书记潘
晓敏深有感触地说。
胡浩 何汀

新 闻 广角

“351、180、1579 傻傻看不清？看完动
漫短片，你就全明白了”
“ 特别提醒：贫困
人口县外省内住院必须办理转诊手
续”……连日来，生动活泼的健康扶贫政
策宣传刷爆朋友圈。
为扎实推进健康扶贫工作，提高健康
扶贫政策知晓率，让贫困人口得实惠，怀
宁县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QQ 群、微信群
等新媒体传播速度快，覆盖范围广的特
点，将健康扶贫 351、180、1579 政策、贫困
人口慢性病病种、贫困人口慢性病申报途
径和所需材料，贫困人口就诊、转诊、补偿
流程图等知识制作成微信，通过群众喜闻
乐见的动漫短片形式配以通俗易懂、图文
并茂的文字，在独秀怀宁等微信公众号等
予以发布，将健康扶贫政策送到千家万
户，深受群众欢迎。
陈兰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