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业扶贫，关键在龙头企业带
动，核心在科学、完善的利益联结机
制。如何让更多贫困群众从产业链
上受益？奉节这家脐橙园，“逆袭”路
上的做法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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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奉节人孙开洲几乎走投无路了——种了7
年的脐橙，他不但没赚到钱，十多万元积蓄打了“水漂”，
城里的房子、妻子的嫁妆都变卖了，岳母的养老钱都搭了
进去。

2019年，又一个7年过去了，孙开洲打了个“翻身
仗”——今年，他的脐橙销售收入实现3000万元，带动
96户贫困户走上产业脱贫之路，阿里巴巴集团CEO张
勇也来到他的果园支招谈合作。

是什么让孙开洲走上了“逆袭”之路？前不久，重庆
日报记者走进了他的脐橙园——

下海创业，“家底”全搭进去了

2005年，32岁的孙开洲从奉节县地税局辞职，到白
帝镇八阵村凉水（土地名）流转550亩荒地种植脐橙。

“都说我不该放着好好的公务员不当，去种地！”孙开
洲的决定，不但同事、朋友不理解，连家人也不同意。“我
喜欢农业，思想斗争了一年，决定豁出去了！”

这550亩荒地，地处长江边上，虽草比人高，但日照
好、有山有水。在孙开洲看来，自己有文化、有头脑，不懂
技术就买书籍学，开沟挖地不在行就请农民做，一定可以
干好。

脐橙种植要3年后才初挂果，到第五年逐渐丰产。
但到了第四年，孙开洲就有些撑不住了，手头的10多万
元积蓄支付了土地租金，当年果子卖的钱还不够农药、化
肥成本，农民的工资更是发不出来。

钱花出去了，但脐橙却没能种植成功。父亲也埋怨
他不听话，父子俩碰头就吵架。“甚至到了要断绝父子关
系的地步。”

孙开洲苦苦支撑着。年初，花朵盛开的时候，他安慰
自己，鼓励大家，到年底就好了。到了年底，他又寄希望
于明年应该好起来。

到了2012年，为支付农民工工资，孙开洲把县城唯
一的房子低价卖了，妻子也卖了自己的嫁妆、首饰，岳母
还拿出了自己的养老钱。那年除夕，他们一家人只好在果园里度过。

“几乎走投无路了。”开朗的孙开洲变得沉默了，头发也稀疏了很多。

专家来支招，果园“枯木逢春”

“这么努力，怎么还是没成功？”孙开洲不甘心。一次，县里一位农技师到果园参
观，看到修枝整形都是“乱剪”，“骂”孙开洲像普通农民一样管理果园。“我被骂醒了。”

孙开洲意识到，仅凭一腔热情是不够的，柑橘种植涉及土壤学、植物营养学等
方方面面，自己不但技术不在行，连开沟挖土还不如农民。

2013年，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橘研究所副所长彭良志到奉节开会。得知消息，
孙开洲软磨硬泡，把他请到了自己的果园把脉。

“奉节脐橙规模大，你要打造自己的有机产品。”彭良志建议，一是对果园土壤、果
树叶片进行营养诊断，采取配方施肥技术，缺啥补啥，减少化肥使用量；二是实施生草
栽培增加有机质技术，构建循环农业；三是引进国家柑橘工程技术中心研发的抗药性
捕食螨，投放到果园，减少农药的施用量。“这样既提高了品质，又降低了成本。”

经过对土壤、叶片诊断，孙开洲的果园并不缺磷，但锌、硼、氮要补。依照彭良
志的建议，果园每株果树节省农药、化肥钱10余元。一年下来，整个果园成本降低
了十几万元，并且生态环境逐渐向好，果子也比过去长得好看，口感更好。

这之后，彭良志成了孙开洲的义务技术顾问。每隔一段时间，彭良志都要到孙
开洲的果园实地查看脐橙的生长情况，有时还冒着酷暑修剪树形。

解决了技术难题，孙开洲还两次前往云南哀牢山，学习果园管理体系建设知识。

牵手贫困户，构建扶贫产业

要生产有机脐橙，仅靠生草栽培增加有机质是不够的，孙开洲建起了养猪场、
养牛场，但他并不懂饲养技术。

“我要的只是粪便。”很快，孙开洲以零租金的方式，将养殖场先后承包给贫困
户杨雪成、彭振兵、蒋元祥。“唯一的条件是保证果园的粪便供应。”

一分租金都不要，就可以在孙开洲的养殖场喂猪、喂牛挣钱，杨雪成称，遇上这
样的好事，三人都非常用心，每人每年能创收10多万元实现了脱贫。

朱元贵5150株、陈金生2500株……现在，孙开洲的果园近1000亩，他又采取
反包的方式，承包给当地农民、贫困户管理，他提供技术、肥料支持，并负责监督操
作和收购果子。

孙开洲还为朱元贵等人购买了养老保险，每月还有2700元的基本工资，另外
的收入就跟承包脐橙的产量、品质挂钩。今年，朱元贵管理的脐橙产量达40万斤，
一年下来10万元的收入没有问题。孙开洲说，果园反包形成了比学赶超的氛围。

7年前，孙开洲的550亩脐橙园施用化肥农药要15万元，但产量只有6万斤，
果子每斤只能卖1元钱，平均每亩产值仅有109元。现在，果园面积增加到近
1000亩，使用的化肥农药只需30万元，产量却达到了150万斤，果子每斤最高卖
到7元，平均每亩产值达到了7500元，次果率由过去的40%减少到10%以内。

“成本降低了，品质提升了。”两年前，孙开洲的脐橙进入了阿里巴巴的淘乡甜
高端礼品店，60%的脐橙通过网络销售到全国各地。“平时每天1000单，最高峰达
到25000单。”

探索出成熟的生产技术和销售渠道，孙开洲又动员附近439户果农参加他的
脐橙专业合作社，为他们提供技术、肥料和销售服务，带动他们稳步赠收。

如今，孙开洲的脐橙产业链每年支付农民工资120万元，带动贫困户96户。
今年，孙开洲销售脐橙300万斤，实现销售收入3000万元。孙开洲，终于实现了一
个脐橙园的成功逆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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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亩茯苓种植园两端下了种，中
间没下种，但仍进行提埂、盖膜、覆土伪
装……原因何在？为的是骗取扶贫财
政补贴。然而，这样的“假把式”竟然通
过了验收。

日前，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农业
农村委的一个工作组，在龙射镇胜利社
区复查去年已验收的茯苓种植项目时，
发现了弄虚作假行为。最终，该项目业
主骗取的补贴款被追回，当时负责验收
的干部也因把关不严受到处理。

自去年7月，市纪委监委督促武
隆、彭水试点开展农业合作社、公司企
业、家庭农场等社会经济组织骗取扶贫
财政补贴问题专项治理以来，不少这样
弄虚作假的伎俩被揭穿，一批党员干部
受到处理。

弄虚作假
“黑手”伸向扶贫财政补贴

在武隆、彭水试点开展社会经济组
织骗取扶贫财政补贴问题专项治理的
缘起，还要从市纪委两年前收到的两件
问题线索说起。

“一件是荣洋公司弄虚作假套取土
鸡项目财政扶贫资金问题，一件是九黎
公司骗取贷款贴息问题。”市纪委监委
第八监督检查室相关负责人回忆，“收
到相关举报后，市纪委立即要求武隆、
彭水纪委展开调查。情况查清后，18
名党员干部受到处理。”

荣洋公司注册地在武隆区，2014
年，公司负责人冉某在实施“扶贫鸡”项
目过程中借用他人养鸡场，通过伪造部
分农户领取鸡苗签字表、虚开购买鸡苗
发票及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等方式应对
验收，骗取项目补助50万元。

2015年，尝到“甜头”的冉某再次申
报了“扶贫鸡”项目，按计划应向农户发
放2.34万只鸡苗，实际只发放9000只。
区扶贫办在研究兑现补助时，未严格执
行“项目验收合格后才能兑现补助资金”
的规定，足额拨付了25.21万元补贴。

事情查明后，冉某因犯诈骗罪被判
刑。由于未认真履行扶贫资金监管职
能、未严格执行产业扶贫补助政策等，
区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受到党内警告

处分，分管副主任、产业科负责人分别
受到党内警告、记过处分，另有4个单
位10名相关责任人受到处理。

与荣洋公司弄虚作假不同，彭水九
黎公司在填报民族文化旅游贷款贴息
用途时，直接填写了“用于项目建设支
出”。按政策，贴息款不能用于项目建
设支出。尽管如此，该项目却依然通过
了层层审核。

在调查九黎公司问题时，调查组还
发现2015年和2016年，彭水山牧公司
以“购生猪”名义贷款。按规定，项目必
须具有扶贫带动性才可获得贷款贴
息。该公司直接找中间商收购，并未养
殖生猪，未能有效带动扶贫脱贫，却依
然获取了62.6万元扶贫贴息。

“他们能如此轻松获得贴息，根子
在于个别党员干部不正确履责。”办案
人员说，彭水民宗委、扶贫办等单位5
名党员干部因此被追责。

主管部门自查自纠
纪检监察机关严肃问责

这两起问题查清后，市纪委监委深
入相关部门和地区进行了“解剖麻雀
式”调研。调研发现，目前对社会经济
组织的扶贫财政补贴采取“先建后补”，
补贴种类繁多，在项目承建业主的确
定、项目实施、项目验收等环节均存在
廉政风险。以项目验收为例，由于一些
工作人员不负责任、把关不严，导致有
些弄虚作假行为未能及时发现，扶贫财
政补贴被骗取。

这让市纪委监委下定了督促有关
地区党委政府和主管部门开展专项治
理的决心。去年7月25日起，我市在
武隆、彭水试点开展专项治理，通过摸

清底数、督促主动说清问题、抽查核
实、严肃查处通报等，深挖社会经济组
织骗补背后的腐败和作风问题。比
如，扶贫主管部门领导干部与社会经
济组织相互勾结或假借社会经济组织
名义，弄虚作假骗取扶贫资金问题；扶
贫主管部门工作人员、镇村干部审核
把关不严甚至吃拿卡要，协助或纵容
社会经济组织弄虚作假骗取扶贫资金
问题；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盲目决策，导
致扶贫财政补贴项目明显不符合当地
生产生活实际，扶贫资金使用效益差
问题，等等。

“具体落实上，我们始终把握‘监督
的再监督’职责定位，推动地方党委政
府和主管部门履行好监管职责，及时发
现问题、纠正偏差，举一反三、堵塞漏
洞。”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市、区（县）两级纪委监委的督促
下，武隆、彭水党委政府及财政、扶贫等
部门迅速行动，对2017年7月以来涉
及社会经济组织的扶贫财政补贴政策、
资金、项目进行拉网式清理，针对存在
问题开展自查自纠。截至目前，两地共
清理登记相关项目1301个，自查纠正
整改项目44个，暂停兑付扶贫财政补
贴120万元，8名党员干部主动向组织
说清问题。

在此基础上，以清理出的项目为基
数，两地纪委监委按照不低于20%的
比例，进行随机抽查核实，着力查实项
目资金使用和有关人员履职尽责方面
存在的问题，发现122件问题线索。截
至目前已办结55件，立案4件7人，收
回被骗取的补贴款347万元。

“从主管部门自查自纠到纪检监察
机关抽查核实、严肃问责，再到督促建
章立制，形成了一个治理闭环。”市纪委

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督促加强监管
更好发挥扶贫财政补贴效用

“现在验收真严格了。”提及几个月
前的验收场景，武隆区勤者蔬菜种植专
业合作社法人代表蒋华勤依然记忆犹
新。当天，验收组首先来到黄莺乡复兴
村蔬菜种植大户廖登华的菜地测量种
植面积。看到工作人员如此细致，蹲在
旁边的蒋华勤犯起了嘀咕。

“真的需要这么严格吗？”
“必须如此，不达标不补贴。”
廖登华申报种植100亩蔬菜，经过

测量实际种植105亩，符合要求。
随后验收组来到了蒋华勤的菜

地。他面带愧色说：“不用量了，我申报
种植120亩蔬菜，实际上只种了80来
亩，面积没达标，我放弃补贴。”

为确保正确履职，在严厉惩治的同
时，两地纪检监察机关还突出问题导
向，督促有关地方和主管部门健全制
度、加强监管。

去年，彭水纪委监委在核查郁山镇青
龙堡村党支部书记黄小江有关问题线索
时，发现当地林业项目存在后期监管乏力
的问题。去年年底，县监委向县林业局下
发了监察建议书，要求针对制度和管理等
方面存在的漏洞，举一反三进行整改。

今年2月，武隆区在专项治理中发
现渝东南黑山羊选育及杂交研究试验
项目获得的补助资金和申报资金有出
入。经查，该项补助范围是10至15万
元，但评审通过后有人却获得19.8万
元，区畜牧兽医局存在随意提高补助标
准等问题。

武隆区纪委监委立即督促区畜牧
兽医局进行整改。该局迅速行动，梳理
社会经济组织在申报领取畜牧产业资
金补助中存在的共性问题，从项目申
报、审批、组织实施、验收、管理等方面
健全完善相关制度。“治理要产生综合
效应，必须找准问题的关键点、要害处，
推动相关部门深化以案为鉴、以案促
改。”武隆区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说。

据介绍，市纪委监委将结合中央
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
情况，总结两地试点经验做法，适时在
全市范围内推开专项治理，确保扶贫
资金使用安全，更好助力脱贫攻坚决
战决胜。

地不播种就盖膜伪装，鸡苗没发也冒名签字

这些骗补“假把式”何以通过验收
本报首席记者 周尤 通讯员 乔子轩

产业是群众稳定脱贫、持续增收的
关键。贫困户脱贫致富，既要靠自身努
力，也要靠党和政府的政策帮扶，还要
靠社会力量的带动。这种带动，就是让
贫困群众从产业链上受益。

让贫困群众从产业链上受益，首
先龙头企业打铁还得自身硬，掌握好
技术、把握准市场，企业得到发展，实
现盈利；其次贫困户受益，也不仅限
于打工挣钱，更要让他们在产业链上
更新观念、学到技术、懂得管理、开拓
市场。

从孙开洲“逆袭”之路来看，在脐橙
产业链上，每个环节他并不是大包大
揽，而是因人而异把群众当合作伙伴，
将养殖场承包给愿意搞养殖的贫困户、
把果园分包给能管理的群众、对不懂技
术的果农给予指导、帮没有销路的村民
卖果子、为只能打工的农民提供岗位，
这样既保证了贫困群众的收益，又提高
了他们脱贫致富的发展能力，还降低了
返贫的风险。

发展扶贫产业，带动群众脱贫，绝
不仅仅是务工挣钱。要把激发内生动
力与用好外部力量结合起来，不断完善
利益联结机制，让更多贫困群众从产业
链上得到观念、技能、管理、销售、工资
等多方面的受益。

让贫困群众从产业链上受益
□彭瑜

4月10日，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下称小康股份）同时放出
两个“大招”——旗下的金康SERES两
江智能工厂正式投产，同时，其首款新
电动汽车SF5全球首发。

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国
内最大的汽车产业基地之一，新能源和
智能化，同为重庆汽车行业转型升级的
关键途径。

重庆车企融合发展亮点多

“金康SERES的首款新电动汽车，
已经达到了国际一流水准！”4月 10
日，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钟志华对SF5赞
赏有加。

当天，来自中国工程院的10位院
士，和数百位国内外汽车行业的专业人
士，对金康 SERES 两江智能工厂和
SF5电动汽车进行了深入考察、体验。
大家纷纷表示：金康SERES在新能源
汽车和智能化深度融合方面，为国内汽
车产业树立了标杆。

除 了 小 康 股 份 旗 下 的 金 康
SERES，重庆还有不少车企，在新能源
汽车和智能化深度融合方面有着亮眼
表现——

4月9日，长安汽车全球智慧研发
平台亮相。通过该平台，长安汽车将与
华为、腾讯、博世、青山等企业携手成立
联合创新中心，而创新研发的主要方
向，就是新能源和智能化。

据了解，长安汽车与华为联合创新
中心主要围绕动力系统、智能网联等方
面，打造智能电动汽车平台，同时，华为
4G通讯模组已在长安汽车部分车型上
搭载；长安与腾讯联合创新中心则主要
从事自动驾驶、大数据等领域的研究。

在新能源方面，未来两三年，长安
汽车将累计投入100亿元，加快推进新
能源专属平台的打造以及新能源与智
能化的深度融合。

在新能源汽车和智能化融合应用
上，力帆汽车旗下的盼达用车已实现了
人工智能技术的场景化规模化应用和

自动驾驶技术的应用迭代，目前正在积
极开展自动驾驶道路5G测试。

力帆汽车相关人士表示，未来的力
帆汽车，一定要成为像智能手机一样的
开放式智慧出行工具。

而力帆汽车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基
地计划打造全新的智能新能源汽车品
牌，目前已邀请国际知名公司操刀设
计，全新车型有望在2019年底正式亮
相。

SWM斯威汽车董事长龚大兴也
透露，未来将在新能源和智能网联上有
所突破，“如果顺利的话，2019年会有
令人惊喜的产品推出。”

新能源和智能化是“天生一对”

目前，国内外绝大部分车企都在新
能源与智能化的深度融合上，投入了大
量的人力、物力和资金。

那么，为何偏偏是新能源与智能化
之间产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

长安汽车相关人士解释，新能源汽
车拥有不同于传统燃油车的新架构，这
使得与智能化相关的各种电子部件、传
感器能够更好地装载和应用，并且能够
更好地进行各种智能扩展。此外，电动
汽车在电气系统、数字信号方面也具有
传统汽车不具备的独特优势。

“在传统汽车上实施智能化有很多
的局限性，因为你不能破坏已经成熟的
车体结构。”中国汽研院的一位技术专
家表示，而新能源汽车结构还在不断迭
代，比如新一代新能源汽车底盘位置拥
有大面积的平坦空间，从设计阶段就为
智能化提供了良好基础条件。

除了技术原理方面的“亲和性”，智
能化还在新能源汽车制造环节发挥重
要支撑作用。

用智能制造技术来打造先进产品

的场景，在金康SERES工厂里随处可
见。冲压线上，送料、模具更换和冲压
全过程，都是在专门的无人区域中由多
台机器人完成。冲压好的部件，由机械
手抓取装框，再由物流机器人自动转
运。

在该工厂焊装车间，看不到一个焊
接工，所有的焊接、物流工作都由机器
人完成。除了节省人工，全自动焊装最
大的好处还在于，任何时候生产的产品
质量都会完全一样。电动汽车的高技
术、高效率、高品质一致性，在此体现得
淋漓尽致。

行业开放整合成大势

让新能源与智能化深度融合，成为
汽车行业的必然趋势。在长安汽车执
行副总裁李伟看来，未来行业研发模
式、商业营销模式、服务模式、甚至竞争
模式都将发生结构性颠覆，以汽车主机
厂为产业核心的运行态势也正在向开
放式、融合式进行演变。

3月23日，长安汽车在南京与苏
宁投资、中国一汽、东风汽车、世嘉利、
阿里创投等共同投资设立南京领行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在“跨界”上又深入
一步。

此前，重庆汽车行业早已上演多次
“跨界”，记者发现，这些“跨界”几乎都
集中在新能源和智能化的融合方面。

例如，长安汽车与腾讯成立的合
资公司，专注于在车联网、大数据、云
计算等领域打造面向行业的开放平
台，为汽车行业提供成熟、完善的车联
网整体方案。

力帆汽车、盼达用车加入百度
Apollo开放平台，三方将在无人驾驶
领域展开战略合作，推动无人驾驶在共
享汽车商业化场景的实际应用。

小康股份也和阿里巴巴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
（AI）、云计算等新技术，在数字化设计
开发、智能制造、商业模式创新、服务质
量及效率提升、驾驶体验智能化等方面
深度合作，共同加速智能汽车产业化发
展进程。

市经信委相关人士表示，新能源和
智能化将在重庆汽车产业中占据越来
越重要的地位。到2022年，重庆将年
产新能源汽车约40万辆、智能网联汽
车约120万辆，成为全国重要的新能源
和智能网联汽车研发制造基地。

新能源与智能化深度融合

重庆汽车行业找准转型升级关键途径
本报记者 白麟

4月10日，金康SERES首款新电动汽车SF5全球首发活动现场。
记者 白麟 摄

党风廉政看巴渝 ■“扶贫鸡”项目按计划应向农户发放2.34万只鸡
苗，荣洋公司实际只发放9000只，此项目竟通过了武隆
区扶贫办验收，公司足额获得补助资金25.21万元

■去年7月，市纪委监委督促武隆、彭水试点，开展社
会经济组织骗取扶贫财政补贴问题专项治理。截至目
前，两地共清理登记相关项目1301个，自查纠正整改项目
44个，暂停兑付扶贫财政补贴120万元，8名党员干部主动
向组织说清问题

问题

整治

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