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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新春，山东济南市济阳区曲堤
镇小刘村的蔬菜大棚里，一派生机盎
然。“过年了，咱这蔬菜大棚不打烊，越干
越起劲！”一大早，脱贫户刘庆安夫妇俩
忙着采收菠菜，打捆、装筐后直运市场。
像刘庆安一样，靠着产业扶贫鼓腰包，一
家家脱贫户又迎来充实的幸福年。

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产业扶贫是最直接、
最有效的办法，也是增强贫困地区造血
功能、帮助群众就地就业的长远之计。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农业农村部
门持续推进贫困地区产业发展，832个
贫困县累计建成各类产业基地超过 30
万个，98%的贫困户享受产业扶贫政策，
贫困地区产业发展条件显著改善，为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打下坚实基础。

脱贫产业广覆盖 稳定增收有保障

这些天，江西于都县禾丰镇兰花基
地游客多了起来。“节日期间兰花卖得可
俏啦！”脱贫户曾于峰培训后成了镇里兰
花联合合作社的生产主管，一大早，他边
带着村民给鲜花施肥浇水，边给顾客讲
鲜花知识。

村村有致富项目、人人有脱贫门
路。在禾丰镇，小小兰花带动周边 6个
村庄发展起了鲜花种植产业。合作社还
提供就业岗位 320余个，带动群众务工
年均增收1.5万元以上。

不止禾丰镇，脱贫地区因地制宜，一
个个特色产业应运而生。在陕西洛川
县，53万亩苹果树成了乡亲们脱贫致富
的“金果果”；在甘肃定西市，马铃薯种植

面积 300多万亩，为西北干旱地区蹚出
一条产业致富路。

脱贫产业广覆盖，贫困地区有了发
展新路子。目前，832个贫困县全部编
制产业扶贫规划，累计建成种植、养殖、
加工等各类产业基地超过30万个，每个
县都形成了2—3个特色鲜明、带贫面广
的扶贫主导产业，贫困县登记的地理标
志农产品达 800多个、认证绿色和有机
农产品 1.1万个，比 2012年增长 4倍多，
有效带动脱贫群众稳定增收。

“红彤彤的草果越长越大，咱们的日
子也越过越红火！”云南贡山独龙族怒族
自治县独龙江乡巴坡村村民马文军，去
年60多亩草果大丰收，带来10万多元收
入，“村里有了当家产业，大伙干劲十
足。”2020年，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成为全
国草果的核心产区，面积达 111 万亩，
16.5万贫困群众从中受益。

小特产长成大产业。目前，产业扶
贫政策已覆盖 98%的贫困户，有劳动能
力和意愿的贫困群众基本都参与到产业
扶贫之中。“产业扶贫已成为覆盖面最
广、带动人口最多、可持续性最强的扶贫
举措。”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刘焕鑫说。在
产业扶贫的有力支撑下，贫困户人均纯
收入由2015年的3416元增加到2019年
的9808元，年均增长30.2%。

延伸产业链 紧密利益链
产业发展质量高

清洗、去皮、机切……走进广西田林
县六隆镇酸笋加工标准化厂房，流水线上
机器转得正欢。“种了20多年八渡笋，这几
年效益翻番了！”平细村脱贫户吴再梦说，

去年全家的鲜笋全部卖给加工厂，销路不
愁，价格保底，一年挣了7万多元。

在田林县，从低产林改造到引进初
级加工，再到创建产业核心示范区，八渡
笋产业不断升级，全县干笋年产值突破
2亿元。依托竹林资源，当地建成竹海
观光通道，深度开发八渡笋罐头、腌菜等
系列食品，低产林不断增值。

延伸产业链。全国832个贫困县建
设农产品初加工设施4.3万座，新增初加
工能力828.8万吨，创造了更多产业增值
收益和就业岗位。“农工、农商、农旅深度
融合，全县3家4A级景区和50个美丽乡
村，带动发展 846家民宿和农家乐。”湖
北咸丰县委书记郑东来说。

完善利益链。各地建立产业带贫增
收的长效机制，累计培育引进各类企业
6.76万家、发展农民合作社71.9万家、发
展家庭农场超过15万家，主导产业基本
实现龙头带动。

脱贫产业重在群众受益。“5个蜜瓜
大棚都跟合作社签了订单协议，瓜苗、地
膜都不用掏钱，还有技术员现场指导。”
算起去年的收入账，甘肃瓜州县瓜州镇
三工村脱贫户杨生金眉开眼笑，“一年能
种两茬，至少能挣1万元。”

“我们为农户提供种植、管理、运输、
售卖一体化服务，实现两茬种植、错时上
市，全年生产、四季有瓜。”瓜州县西域风
瓜果产销农民合作社负责人薜新兵说。
在龙头带领下，瓜州镇蜜瓜种植面积达到
1.2万亩，85%的蜜瓜实现订单销售。

在全国，依托订单生产、就地务工、股份
合作等方式，72%的脱贫户与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建立了紧密型的利益联结关系。

补短板育人才 产业发展后劲足

挑拣、打包、运输……不到两天，河
南汝阳县靳村乡椿树村脱贫户裴宽娃种
植的 4000箱香菇被收购一空。“产得好
更要卖得好，有了物流渠道，深山香菇也
能成网红年货！”望着装满香菇的货车，
裴宽娃笑得灿烂。

为了推动山货进城，汝阳县着力畅

通物流“微循环”，打通农产品上行“最初
一公里”。今年以来，全县扶贫产品通过
网店销售、线下直销等形式卖出 400多
万元，带动 30多家特色农产品合作社、
家庭农场增收。

在安徽砀山县黄屯村，机耕路、引水
渠修到了田间地头，建成容量近千吨的
冷储库。“冷储库就是俺们的宝库，地头
摘下的鲜梨按每斤2毛的保管费冷藏收
储，一个月后错峰出售，每斤能多赚 1
元，再也不用担心旺季滞销了。”脱贫户
李文佩高兴地说。

随着物流、配套设施等短板加快补
齐，脱贫地区产业发展条件显著改善。
据统计，全国脱贫县累计建成高标准农
田 2.1亿亩、仓储冷库设施库容 1400万
吨，创建各类扶贫产业园 2100多个，不
仅夯实了产业发展基础，也为资本、技
术、人才等要素进入脱贫地区提供了平
台载体。

“管护好才能产好茶！”四川旺苍县
大两镇金光村一大片黄茶园里，驻村农
技员、镇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农艺师赵
大春，带着种茶农户拆除茶园地膜，套种
豆类作物，增加土壤肥力。

“科学种黄茶，亩均效益能到3万多
元。”农技员手把手教，金光村脱贫户蒲
守国从门外汉变成了土专家，带动70多
名群众一起种黄茶。如今，旺苍新建黄
茶基地亩产值增长80%。

既要富口袋，也要富脑袋。通过产业
赋能，庄户人家相互学、比着干，70%以上
的贫困户接受了生产指导和技术培训，自
我发展能力明显提升。各地累计培养各
类产业致富带头人90多万人，越来越多
的贫困户稳定脱贫，奔向幸福新生活。

“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发展产业是直接衔接点。”刘焕
鑫说，下一步，要进一步完善产业帮扶政
策举措，着力推动脱贫地区特色产业由
快速覆盖向长期培育转变，由主要支持
种养环节向全产业链条拓展转变，推进
特色产业不断发展壮大、提档升级，提高
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人民日报）

春节假期国家铁路发送旅客2332.7万人次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2月11日至17日，春

节假期 7天，国家铁路发送货物 7299万吨，同比增长 23.7%，日均装车 16.89万

车，创历年同期最高纪录。

国铁集团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春节假期7天，国家铁路发送旅客2332.7
万人次，较 2019年同比下降 60.8%，较 2020年同比增长 3.0%，其中，铁路局管内

短途客流较2020年同比增长19.9%。

搬进新房子 蹚出新路子

“服务员，再上一斤羊肉！”“好嘞，马
上来！”云南曲靖市会泽县一家火锅店店
主刘金芬声音爽朗。

夜色将至，晚霞的余晖落在刘金芬
的火锅店门头上。走进一看，上下两层摆
放了10张桌子，不少客人正在就餐，还有
两桌已被预订。

去年，刘金芬一家人作为会泽县最
后一批易地扶贫搬迁群众，从乌蒙山区的
旧瓦房，搬进了县城集中安置区100平方
米的楼房。

刘金芬也曾有担忧：丈夫身体不好，
婆婆年事已高，三个孩子有两个在读书。
以前在老家，还能种几亩地；搬进城，咱能
干点啥？街道工作人员提供了两个方案：
到安置区的扶贫车间务工，每月有 3000
元工资；安置区的商铺正在招商，租金优
惠、三年免税，有创业补贴。

刘金芬和家人一合计，决定开一家
羊肉火锅店。大女儿陈艳娇辞去了昆明
的工作，回家帮刘金芬一起经营。

店面紧挨着马路，一年 5万元的租
金。去年9月，火锅店正式开张。“生意好
的时候，一个月毛收入 3万多元。开张
后，政府还发了一次性创业补贴。”

“搬进城的那天，就是好日子的开
始！”夜幕降临，路灯亮起。这时，店里又

进来一拨客人，刘金芬赶忙迎上去：“欢迎
光临，快进里面坐！”

香甜火龙果 红火一个村

屋外，初春暖阳为千亩火龙果园披
上一身“金装”；屋内，眼瞅着日头高起，陈
海云加快了手里的活儿，火龙果干被码
齐、装袋、封箱，即将运走。

家住福建厦门市翔安区大宅社区大
宅村，今年45岁的陈海云是村里的“第二
产业促进员”。“主要就是研究火龙果的深
加工。来，尝尝我们开发的火龙果花茶！”

以前，这里几百亩的地瓜、花菜，养
活不了 2000多口人，年轻人纷纷离乡找
出路。“上学时经常帮爹娘挑着地瓜去镇
里卖，挣不到钱不说，一到下雨还总摔
跤。”陈海云说。

2006年，在外经商的陈锦芳决定回
村创业，他自费外出学习技术、考察市场，
火龙果在大宅村生根开花。火龙果专业
合作社也应运而生，主社区设立8个网格
责任片区，设置火龙果种植技术党员示范
岗 10户，带动了全社区 300余户农户加
入。

如今，大宅村拥有占地 1300余亩的
火龙果种植示范基地，2020 年产值约
4000万元。经过技术改良，他们培育的
火龙果皮厚、耐储藏、甜度高，还有黄龙果
和青龙果，个头更大、果味更香，经济价值

也更高。
一杯热茶还未品完，一通电话又让

陈海云匆匆出门，直奔村里游客接待中
心。眼下，田舍民宿、农耕体验等休闲项
目也在大宅村落地，陈海云的工作更忙了
……

米香蟹又肥 农场日子美

“开饭咯！”喷香油亮的大米饭一上
桌，松峰家庭农场负责人何峰一家的团圆
饭就齐活儿了……

“这就是咱自家种的蟹田米。”饭桌
上，何峰话里透着自豪。“去年，农场加合
作社一共2000亩地。”

何峰是辽宁辽阳灯塔市张台子镇天
河泡村村民。“方言里的‘泡’，就是水坑的
意思。我们这里地势低洼，水田特别适合
养蟹。”在外打工长了见识，回头再看自家
这块地，何峰决定跟丈夫一起回乡创业。
卖蟹给夫妻带来了收入，出产的米也供不
应求。“买我家米的，都是买蟹的回头
客！”何峰说，“养蟹要求水质好，客户看
到我家蟹养得好，都纷纷来买米。”

蟹在田里，不仅能帮忙除杂草，还能
直接给稻田提供肥料。到了秋天，蟹子肥
了，稻子也熟了，一地双产，一亩地平均能
多出800多元的利润。“多一种产品，农民
就多一条出路。”何峰说。

如今，何峰给大米注册了品牌，成了
当地的产业带头人。“1000亩家庭农场的
土地是流转来的，1000亩合作社的土地
是103户农民入股。”何峰说，“把大家从

传统农业里解放出来，有力气的外出打
工，还可以多挣一份钱。”

小小柑橘树 飘香振兴路

小青瓦，白粉墙，石墙裙……木格窗
棂上，映着午后暖暖的阳光。卢王伦拿着
剪刀，又往柑橘地里跑。

家住重庆市渝北区统景镇江口村，
卢王伦去年翻修了自家房子，加盖一层小
楼，院子里栽上花，焕然一新。

房子越住越好，离不开小柑橘的贡
献。卢王伦今年 63岁，早年一直在外务
工。几年前，村里发展集体经济，村民把
土地流转给村集体，村民们拿分红，领租
金，还能在村集体务工。

卢王伦也参与其中。现在，他一有
空就去柑橘地里。“没想到，回乡还能找到
工作哩！”卢王伦说。

渝北区的北部是广阔的山村，曾经
土地撂荒，村民们种地也赚不到钱，纷纷
外出。近年来，当地提出到 2022年栽种
10万亩经果林、10万亩生态林，着力提高
农业现代化、农村景区化、农民职业化水
平，探索丘陵山区乡村振兴路。

以前种洋芋、红薯的地里，冒出了柑
橘树苗。统景镇组建了技术人才团队，广
泛使用机械化设备，还聘请了农机操作手
和果园专业化管理工作人员。

“农村美了，老百姓还吃上了旅游
饭。等到3月，李花盛开，这条路估计又
要堵哟。”村支部副书记任地来到李花树
下，嫩绿的芽尖上已冒出花骨朵。不远处

的一处集市上，金灿灿的柑橘堆成一座座
小山，往来游客络绎不绝……

退捕上岸后 过上新生活

“以前，我一边打鱼，一边承包芦苇
荡。为了给造纸厂运芦苇，还买了条起重
船跑水运……”长江流域十年禁捕、造纸
厂全面引导退出、“三无船舶”清理，湖南
益阳沅江市莲花岛村村民彭海军没想到，
52岁的自己会迎来生活的巨变。

虽然有些伤感，彭海军还是觉得做
得对。“眼看南洞庭湖里的鱼，越来越少，
越来越小。”随着由四个江中小岛组成的
莲花岛村准备整村易地搬迁，作为莲花岛
村莲花红组组长的彭海军，想要带村民们

走新路。
沅江市建立了禁捕退捕渔民安置保

障“一帮一”机制。结对干部为村民们送
来了创业基金，指导他们进行工商注册、
开展培训。从去年 11月以来，沅江市人
社局已为150名村民提供了三期家政、育
婴、老人护理培训。今年1月9日，劳务公
司正式开业。

41岁的陈玲，过去是一名家庭主妇，
一家人靠丈夫外出打鱼为生。退捕后，陈
玲成为一名家政员。“想起新房子，心里还
是甜。”陈玲说。

她口中的“新房子”，是已经开工建
设的渔民上岸安置房，建成后将按成本价
提供给莲花岛村等3个渔民村的渔民，算
上岛上老房子拆迁获得的补偿，用渔民们
的话说，“自己只出个零头就够了”。

“融入这么好的新环境，不忘奋斗的
老传统，我们渔民一定能行。”彭海军
说。

（人民日报）

致富铆足劲 幸福日子长

产业扶贫政策覆盖全国98%的贫困户

特色产业兴 脱贫门路宽

本报讯 日前，国家信息中心正式
发布《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
（2021）》。报告显示，2020 年中国共
享经济市场交易约为 33773亿元人民
币同比增长约 2.9%。

报告认为，疫情冲击下，以共享
经济为代表的中国新业态新模式表
现出巨大的韧性和发展潜力。疫情
对不同领域共享经济产生的影响明
显不同，使得不同领域发展不平衡情
况更加突出。

报告显示，知识技能、医疗共享
等领域的市场规模大幅增长，同比分
别增长 30.9%和 27.8%；共享住宿、共
享办公、交通出行等需要通过线下活
动完成交易闭环的领域市场规模同
比显著下降，降幅分别为 29.8%、26%
和 15.7%；生 活 服 务 领 域 同 比 下 降
6.5%。

报告指出，共享经济下的灵活用
工模式也成为后疫情时代下的就业
蓄水池，为“稳就业”“保民生”发挥了
重要作用。

报告称，中国共享经济领域量身

定制的监管制度持续完善。过去有
碍新业态的制度性障碍取得重要突
破，共享医疗是疫情倒逼下制度创新
步伐加快的典型领域；针对新业态发
展中的问题，量身定制的监管力度也
在加大。2020 年中国主要针对大型
平台的竞争行为、网络营销和交易行
为、个人信息保护、青少年等重点群
体网络保护等方面加强监管和规范。

报告认为，在 2020年共享经济增
速因疫情影响而出现显著回落的情
况下，考虑到宏观经济可能出现的强
劲复苏，预计 2021年增速将有较大回
升，有望达到 10%至 15%；未来五年，
中 国 共 享 经 济 年 均 增 速 将 保 持 在
10%以上。

（马爱平）

《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21）》发布

去年共享经济市场交易超3.3万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