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全市统一部署，市卫健委扶贫集团对口扶贫18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的黔江区金溪镇，在不到两年时间
里，打造出“金溪护工”“金溪被服”“金溪山货”这“三金”品牌。扶贫集团因地制宜结合自身行业优势，在“输血”式
扶贫的同时，更注重提升当地“造血功能”，为广大贫困群众提供就业岗位，推动“一人务工、全家脱贫”；创建“金溪
山货”销售平台，拓展当地羊肚菌等农产品销售渠道，增加农户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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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姚永良又带着一批护工
到主城几家医院上岗。姚永良是黔江
区山之坳康复护理公司的负责人，作
为金溪护工的运营方，山之坳公司接
纳了 150 余位经区里专业培训的护
工。

4月2日，到主城参加投标的刘廷
荣，十分感慨地接受重庆日报记者的第
三次采访：“第一批校服已完成，现在又
拿下10万元的被服订单。”

同样高兴的，还有重医附一院赴金
溪镇长春村担任第一书记的田杰，不少
同事、亲友都在追问他羊肚菌的上市时
间。自去年在朋友圈帮村里销售羊肚
菌、土鸡、南瓜等土货后，他和同事已帮
村民增收25万余元。

从最早的护工，到如今的被服生
产、土特产销售，以金溪镇名字打头
的金溪护工、金溪被服、金溪山货三
大品牌，逐渐在黔江及我市行业扶贫
领域崭露头角。“三金”品牌是如何诞
生的？

发挥行业优势
打造金溪护工品牌

金溪镇地处武陵山深处，山高坡
陡、土地瘠薄，8个村（社区）中有6个是
贫困村，是我市18个深度贫困乡镇之
一。当地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剩下老
人、儿童和妇女留守。

根据全市统一部署，金溪镇由市卫
健委扶贫集团（以下简称扶贫集团）对
口实施脱贫攻坚，2017年9月，扶贫工
作队正式入驻。在协助当地制定脱贫
攻坚规划、开展基础设施补短板、为贫
困户“输血”的同时，他们还考虑得更
多。

“主要是平衡‘输血’和‘造血’的问
题。”市卫健委扶贫集团驻黔江区金溪
镇工作队队长张志坚介绍，针对如何激
发群众脱贫内生动力，扶贫集团召集43
家成员单位，举行了“头脑风暴大会”，
谋划“当下怎么干”，畅谈“以后怎么
办”。

经多次磋商，并结合地方实际需
要，大家形成了一个观念上的共识：攻
坚需要持之以恒，对贫困户更要“扶上
马再送一程”，还要依托行业扶贫优势，

帮助金溪镇谋划若干持久性的产业。
其中，培训留守的家庭妇女做护工，力
争“一人务工、全家脱贫”的建议，被大
多数人赞同。

张志坚介绍，成员单位大多数来
自医疗行业，大家对护理人员短缺、
社会需求持续增加的痛点极为敏
感。通过分析，与会者均认为护工从
业人员收入较高，且入行门槛较低，
即使文化不高也可通过强化培训实
现稳定就业。此外，扶贫集团有自身
资源优势，贫困户有增收的意愿。因
此，打造一支稳定的金溪护工队伍，
可行性极强。

来自重医附二院的山坳村第一书
记刘昶率先采取了行动。首先，他将一
位在广东做专业护工的村民田维仙，动
员回来做牵头人。为破除村民传统观
念，带动更多人参与，当年10月，刘昶
和田维仙带着首批3名护工到重医附二
院试岗。经过市场检验的护工，每月收
入近4000元。

随后，市卫健委扶贫集团请来业内
职业技能鉴定单位和相关专家开设培
训课程。同时，黔江区决定每年投入50
万元，定期举办免费护理培训班，学员
结业后就能领到从业资格证和健康
证。此外，扶贫集团和黔江区还全面整
合资源，为金溪护工牵线搭桥，协调提
供就业机会。

为持续推动稳定就业带动脱贫，去
年起，金溪工作队成立了黔江区山之坳
康复护理有限责任公司，统一培训、试
岗、组织就业等，实施金溪护工的品牌
化运营。同时，他们还陆续吸纳了姚永
良、石登香、邬荣江等有经营头脑、敢闯
敢拼的金溪人加入，并放手让其通过市
场化形式参与竞争。

立足金溪，再发展到黔江全区，越
来越多的留守妇女前来参加护工培训，
甚至不少男性村民也加入其中。目前，
金溪护工已开展培训6批次344人，其
中150余人实现稳定就业。“培训一人、
就业一岗、脱贫一户。”黔江区扶贫办主
任郭兴春介绍，目前，金溪护工群体人
均月收入近4000元，最高的甚至达到
8000元。

整合力量再出发
打造金溪三张名片

单单金溪护工一个产业还不够。
投身扶贫攻坚的刘昶摸准了群众的心
思，把住了市场的脉络，又开始谋划新
的发展路子。

去年底，刘昶动员山坳村退役军人
刘廷荣返乡创业，并整合扶贫集团和当
地政府的资源，以较低的租金为其申请
到村里一处闲置用房，创办了重庆卫之
情服饰有限公司，着力打造金溪被服特
色品牌。企业计划采取“公司+扶贫车
间+贫困户”的模式，吸引村民在家门口
就业。今年2月，卫之情公司扶贫车间
正式开业，吸引了200余名村民前来报
名。

“听说附近开了服装厂，就赶紧来
报名。因为不懂技术，就抱着试一试的
心态应聘，没想到竟然被录用了。”金溪
镇清水村二组贫困户王晓卫介绍，扶贫
车间不但提供培训，正式上岗后，工人
每个月收入不低于2500元。同时，随
着技术熟练，工资还会上涨。“现在，我
在家门口就业，能照顾家庭，收入还不
少，真是一举两得。”她说。

重庆日报记者走进扶贫车间，只见
这里一片忙碌的生产景象：70多台机器
开足马力运转，工人们按照分工有条不
紊地忙碌着。两个月前，卫之情公司接
到了首笔订单，是扶贫集团为镇里的学
生定制的900多套校服。现在，这笔订
单已全部生产完成，将于清明节后交付
给学生们。

为做大做强金溪被服产业，扶贫集
团和黔江区不仅在筹建厂房、招募员工
及岗前培训等方面积极扶持，还将其纳
入金溪镇精准扶贫的重点项目。不久
前，扶贫集团已协调相关成员单位，黔
江区则计划动员区内相关学校，建议在
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金溪被服。目前，
金溪被服生产车间已吸纳120多名当
地村民就业，其中，近一半为贫困户和
边缘贫困户。

扶贫，让“金溪”的名号越来越响
亮。在金溪被服诞生之前，以消费扶贫
为主导的当地农产品也被冠以“金溪”
品牌。自2018年以来，金溪镇逐渐将
当地特色的羊肚菌、土鸡、南瓜、干豇豆
等农产品进行统一包装标识，打造金溪
山货品牌。

一年多来，市卫健委扶贫集团，充
分利用43个成员单位、近4万名员工
的消费市场优势，构建了“山货出山”
渠道。首先，扶贫集团引入吉之汇公
司构建起龙头企业搭桥平台，2018年
全年共销售黔江区农产品2835万元，
其中金溪镇农产品1400多万元。其
次，通过工作队朋友圈构建帮扶单位
信息平台，各成员单位人员结合实际
情况，采购农产品。此外，当地还开发
了金溪农场电商平台，进一步扩大金

溪农产品的影响力。
以金溪镇长春村为例，在田杰的牵

头下，去年，村里的羊肚菌每斤卖到了
100多元，仅重医附一院等单位职工就
采购羊肚菌1300多斤。帮扶成员单位
市体育局派驻金溪镇金溪社区第一书
记时杰，通过提高质量标准化控制、改
善物流配送等手段，使以往无人问津的
南瓜，卖出了每斤1元的高价，帮助村民
增收近3万元。

通过金溪山货品牌打造，去年，市
卫健委扶贫集团成员单位直接完成金
溪农产品销售额304.88万元，带动当地
1354户群众增收致富。羊肚菌、干豇
豆、土鸡蛋、香猪肉、秋葵……这些金溪
农产品纷纷走出大山。

适应市场需求
继续做实做细相关工作

以引导就业推动留守人员增收，通
过消费扶贫带动产业发展，助力脱贫攻
坚。市卫健委扶贫集团发挥行业扶贫
优势，整合力量聚力精准扶贫，围绕构
建利益联结机制、激发群众内生动力，
从无到有打造出“三金品牌”，取得了初

步成效。
带着第三批护工进驻主城的姚

永良表示，虽然暂时没有盈利，但企
业有意愿继续扩大护工队伍，并以高
质量的培训强化人员技能和服务责
任心，打造高满意度金溪护工品牌。
未来，公司计划面向全市招募护工，并
通过市场化运作逐渐从医疗护工向产
妇护理、婴儿护理、老年护理等领域拓
展。

“金招牌不能办砸了，我们将永远
向贫困群众敞开大门。”刘昶认为，以
金溪护工为源头的“三金”品牌，服务
的首先是贫困群众，不能半途而废不
管不问，也不能一直扶下去。扶持的
终点在哪里？要看前期工作是否做实
做细做深入，首先要确保“一人就业，
全家脱贫”，其次，按照市场规律去运
营，扩大规模、拓展市场，直到扶贫产
业能够在没有“托底”的竞争中生存下
来。

而对于刘廷荣来说同样如此，虽然
有扶贫集团约定保障，但他仍然奔波于
各地投标。之前在湖北从事服装加工
销售的他，对业内行情比较熟悉，回乡
创办金溪被服后，他对本地市场也信心

满满。“最终还是需要市场裁决。”刘廷
荣介绍，今年公司将针对特色行业的要
求，实现标准化生产。此外，为助力脱
贫攻坚，他还将拿出每年利润总额的
5%捐赠给金溪镇8个村，用于壮大各村
集体经济。

对于消费扶贫，依托现有的渠道
发展起来的产业，在脱贫攻坚完成之
后又该怎么办？要长效解决销路问
题，还得靠市场。重庆日报记者获悉，
去年，电商物流企业吉之汇公司加入
到金溪镇的帮扶队伍中，不仅将当地
的农产品配送至扶贫成员单位的食
堂，还通过联动永川、黔江、合川、开
州、双福等地的农贸市场，拓展了农产
品的销路。

相关业内人士表示，消费扶贫关键
不在消费，而在畅通销售渠道、打造特
色品牌、提升农产品的商品性。以金溪
打造的金溪山货来说，需要紧密关注的
是销售渠道端和商品供应端。

目前，金溪山货已在黔江乃至周边
地区形成了影响力，下一步，他们还将
随着规模的增大不断开拓各类别、多层
次的新市场，同时，在供应端把控产量、
稳定质量。

以金溪镇名字打头的“金溪护工”“金溪被服”“金溪山货”三大品牌，逐渐在黔江
及我市行业扶贫领域崭露头角——

扶 贫“ 三 金 ”诞 生 记
本报记者 张国勇 王亚同

为采访脱贫攻坚，记者先后多次
前往黔江区金溪镇，然而，每次去都有
不同感受。

不仅感叹于全镇超过85%都是坡
耕地的恶劣自然条件，也被群众自发
脱贫的热情所震撼，更为当地因实施
脱贫攻坚发生的巨大变化而叫好。最
近一次前往，一位驻乡工作队干部的
话触动了记者的心弦。

“不是好久来一次，而是好久回一
次！”一位驻村的第一书记说。从重庆
主城到黔江金溪镇，先要坐 4 个小时
的火车，然后驱车近1个小时，驻乡期
间，他常常几周才能回主城一次。

这并非个案。

田杰，重医附一院的硕士研究生，
2017 年 9 月，他到金溪镇长春村担任
第一书记。近两年来，他走遍了全村
485 户，推动发展蚕桑、羊肚菌产业
2300 余亩，实现产值 100 多万元。背
包、护膝、胶鞋已成为田杰驻村的“标
配”，他也因此被当地村民亲切地称为

“背包书记”。2018年驻村到期后，当
地数百位村民联名申请，挽留他继续
驻村扶贫。田杰欣然接受，并表示“长
春村不脱贫，就不离开”。

同样是第一书记，重医附二院派
驻到金溪镇山坳村担任第一书记的刘
昶，则被村民称为“刘连长”。在驻村
扶贫期间，他整合多方资源，为“金溪
护工”品牌打造并走上正轨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刘昶随身携带的工作日志
里，密密麻麻记载着扶贫工作进展：首
批进驻主城的 3 名护工来自哪个村、
家里情况怎么样；扶贫车间开工招不

到、留不住工人怎么办……
不仅是他们，当地驻村第一书记

们几乎个个都有“绝活”。市体育局派
驻金溪社区的时杰，牵头为村里销售
南瓜等土货，不仅形成了固定销售渠
道，价格还比当地售价翻了一番；清水
村第一书记、来自重庆市医药高等专
科学校团委的李小兵，驻村不久就自
费购买了一辆代步摩托车，并顺路搭
载村民，迅速融入到新环境中。在他
们眼中，脱贫工作固然是需要按期完
成的任务，但更多则是要夯实一个地
区永续发展的基石、激发群众增收致
富的内生动力。

脱贫攻坚，既是一项系统工程，又
需要下水磨工夫。行走在金溪镇，记
者看到的不仅仅是脱贫成效，还能感
受到扶贫干部们奋力前行的精神状态
和干部群众齐心协力的劲头。向他们
致敬！

“不是好久来一次，而是好久回一次！”
□王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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