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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袁甘肃
省陇南市成县紧
扣持续稳定脱贫袁
把区域产业整体
构建同到户产业
培育有效衔接袁通
过东西扶贫协作袁
充分利用青岛市
城阳区的对口帮
扶支持袁大力发展
辣椒尧 万寿菊尧核
桃尧 中药材等产
业遥 日前袁当地利
用东西帮扶协作
项 目 种 植 的 1.2
万亩订单辣椒喜
获丰收袁乡村处处
都是忙碌的身影遥
图为成县红川镇
留守妇女在村里
的辣椒加工厂清
洗尧 包装订单辣
椒遥 张平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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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袁 记者一行乘车沿着崭新尧
宽阔的柏油马路行驶袁连续穿越河北
省怀来县桑园镇石门湾村尧 沙营村尧
暖泉村尧 夹河村两旁的葡萄基地袁连
续 15 分钟都没有看到尽头遥路旁袁偶
尔会见到野葡萄寄递袁顺丰直达冶的条
幅横挂在路边遥每行进几百米都可以
见到路边停着一辆三轮车袁有农户在
葡萄基地内劳作遥

这样的场景是怀来县打造葡萄
特色产业的结果遥葡萄产业是怀来县
最大的特色主导产业遥 而在怀来县袁
葡萄产业做得最好的当属桑园镇遥桑
园镇地处怀来县南部袁 永定河南岸袁
东临官厅水库袁 总面积 121 平方公
里袁辖 31 个行政村袁是怀来县优质葡
萄种植最集中地带袁被誉为野中国葡
萄之乡冶和野中国葡萄酒之乡冶袁2010
年被认定为野河北葡萄产业名镇冶遥桑
园镇严格按照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
求袁充分开发葡萄尧温泉产业的资源
优势袁全力建设精品高端的新型田园
综合体袁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遥

以基础设施建设促葡萄产业发展
野三年来袁依托良好的自然人文

环境袁我们累计引进北京企业 200 余
家尧吸纳人才 3000 余人袁推动实施重
点项目 196 个袁 完成投资 412 亿元袁
县财政收入年均增长 12豫以上袁生态
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互促
共赢遥 冶怀来县委书记孙晓函告诉记
者袁随着生态治理的不断深入尧生态
环境的不断优化袁 怀来的区位优势尧
交通优势不断放大袁对北京优质产业
和人才的吸引尧 吸附作用不断增强袁
葡萄尧数字经济和文旅康养三大主导
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遥

2018 年以来袁 河北省委书记王
东峰连续四次到怀来县考察调研袁每
次调研主题都和葡萄产业和一二三
产融合有关遥 如今袁怀来县通过大力
发展葡萄种植采摘尧温泉旅游和精品
民宿等袁 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袁
使生产发展更有前景袁支柱企业更加
稳固袁经济收入更加丰厚袁从而实现
产业兴旺遥

夹河村党支部书记高玉春办公
室内挂着自制的全国和世界葡萄种

植分布图遥高玉春在介绍过世界和全
国葡萄产业状况后告诉记者袁夹河村
是鲜食葡萄种植专业村袁种植历史悠
久袁全村现有种植葡萄面积 9300 亩遥
近年来袁夹河村以葡萄产业提振项目
为契机袁对周边道路建设尧其他基础
设施建设全面改造升级袁建设新型乡
村旅游综合体袁向葡萄种植尧酿造尧旅
游观光的复合型产业方向发展袁着力
创建葡萄特色主导产业优势区遥

高玉春告诉记者袁为了更好地发
展葡萄产业袁政府出资将葡萄基地沿
线的柏油马路从 6 米加宽到 8.5 米遥
交通条件的持续改善也带动了葡萄
产业发展袁减少了因道路不平而造成
的葡萄运输的磨损遥

制定产业规划袁树立产区品牌
近年来袁 怀来县从实际出发袁制

定了叶中国波尔多计划要要要怀来葡萄
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提振实施方案曳
叶葡萄等主导产业扶持政策曳 等一系
列方案和扶持政策遥同时袁瞄准欧洲尧
美国尧 澳大利亚等世界葡萄产业袁面
向全球不同的风格尧 不同的风情袁请
IBM尧奥美尧安永三家国际咨询公司
进行规划设计遥安永公司重点在葡萄
酒行业和公司加强管理尧 降低成本尧
提高效益上进行规划曰IBM 公司重
点在政府和行业组织借鉴国际经验
推动产业发展上进行规划曰奥美公司
重点在产区打造尧品牌塑造尧对外营
销等方面进行规划遥在 3 家规划基础
上袁 正在制定怀来葡萄产业 2020-
2030 规划和发展具体规划遥

怀来县葡萄酒局局长董继先告
诉记者袁 产区品牌方面袁野怀来葡萄冶
农产品地理标志已经通过原农业部
审核曰野怀来葡萄冶野怀来葡萄酒冶地理
标志商标已完成向国家知识产权局
申报遥 组织企业参加了法国巴黎尧德
国杜塞尔多夫等国内外葡萄酒展会袁
在北京尧上海尧石家庄等城市建立了
怀来葡萄酒展销平台遥 野葡萄酒第一
夫人冶 杰西丝窑罗宾逊女士已将怀来
产区列入叶世界葡萄酒地图曳遥

构建野一湖三圈冶县域空间布局袁
推动野1+2冶绿色主导产业发展

孙晓函告诉记者袁怀来县以服务
拱卫首都和推动地方发展为遵循袁进
行反复研究论证袁 最终确定了全县
野生态第一尧创新引领尧跨越赶超冶的
发展思路遥

按照这一思路袁 怀来县形成了以
保护官厅水库为核心袁 构建 野一湖三
圈冶的空间发展布局遥 其中袁第一圈层
为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曰 第二圈层
为葡萄温泉文旅产业带曰 第三圈层为
组团的工业尧商业和城市居住功能区遥

在产业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袁怀
来县持续加快产业转型升级袁大力发
展以野葡萄尧数字经济尧文旅康养冶为
内容的野1+2冶绿色主导产业袁着力打
造首都野两区冶建设示范区尧京北数字
经济疏解承载区尧京北现代商贸物流
集散区和京津冀协同发展微中心遥

野今年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
行动收官之年袁下一步袁我县将坚持
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袁大力营造宣
传氛围袁树立示范效应袁加强精神文
明建设袁创建清洁干净尧规范有序尧文
明向上的乡村新气象袁努力将怀来打
造成全市一流的生态宜居美丽家
园遥 冶孙晓函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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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柳州市

螺蛳粉烹制培训助农增收
为促进贫困户增收脱贫袁近日袁广西柳州市

柳南区洛满镇瞄准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袁 开展
传统螺蛳粉烹制培训班遥此次培训为期 5 天袁共
有 80 名学员参加培训袁其中建档立卡贫困劳动
力 36 人遥 80 名学员全部通过螺蛳粉烹制技能
考核袁并获得叶专项能力证书曳遥 与此同时袁洛满
镇还组织辖区内的企业和螺蛳粉企业到现场招
聘员工袁让学成的学员实现就近就业遥

据悉袁两年来袁洛满镇先后组织贫困劳动
力 365 人次参加种养技术培训尧外出务工引导
性培训等各类培训袁基本上确保了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野一户一人一技能冶全覆盖袁实现野培训
一人尧就业一人尧脱贫一户冶的目标遥 目前袁全镇
已开发村级临时性扶贫岗位 11 个尧 非固定性
村级扶贫公益性岗位 52 个尧乡村渊扶贫冤公益
性岗位 2 个尧建立扶贫车间 1 个袁有效增加了
贫困人口的工资性收入遥 周红明

贵州道真县

“三零三保”模式促食用菌产业发展
贵州省道真县浣溪村有优越的自然条件袁

适宜食用菌的生长袁一年可种植 2 季香菇遥 20
世纪 80 年代当地已开始零星种植食用菌袁人
们在思想观念上对发展食用菌产业较为认可袁
近年来袁浣溪村将食用菌产业作为了本村脱贫
主导产业袁推动食用菌产业实现快速发展遥

浣溪村按照野支部垣自管委垣合作社垣公司冶
发展思路袁构建了食用菌野三零三保冶产业发展
模式遥 野三零冶即野零成本冶起步尧野零风险冶经营尧
野零距离冶就业遥 野零成本冶起步院贫困群众以土
地尧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入股袁利用野特惠贷冶作为
启动资金袁贫困农户不用出一分钱袁就能起步发
展食用菌产业遥野零风险冶经营院企业尧合作社尧大
户与贫困户形成利益共同体袁风险由企业尧合作
社分担袁贫困群众零风险生产遥 野零距离冶就业院
将食用菌产业扶贫示范园建在老百姓家门口袁
有效解决了 360 户 1256 人袁 其中贫困户 89 户
333 人袁就近就业遥 野三保冶即保产量尧保收购尧保
效益遥 保产量院合作社与食用菌公司签订合同袁
确保每个大棚每季产量 10 吨以上遥 保收购院由
县国有农业公司实行统收统销尧保底收购袁并随
市场价格适时浮动遥保效益院每根菌棒最低产值
不低于 5.3 元袁若未达到最低效益袁则由公司补
足产值给菇农袁确保菇农种植收益遥 朱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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