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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时间“三步”机制
“一线工作法”改变贫困面貌

4月10日晚上10点，三义乡镇政
府的办公大楼中，扶贫工作队副队长王
祖勋的办公室依然灯火通明。从3年
前他来到这里开始，早上6点起床，晚
上10点不下班，就是一种常态。莲花
村的路整修得如何了？羊肚菌加工企
业的销路怎样？给村民建成的自来水
系统保障供应没有？是当天王祖勋一
直在考虑的事情。

三义乡的扶贫路，并不好走。三义
乡地处渝鄂交界，属典型的高寒冷凉贫
困山区，是全市 18 个深度贫困乡之
一。基础条件落后、地理环境恶劣、产
业结构单一、文化教育匮乏，使该乡贫
困发生率一度高达32.7%。

行路难、住房难、饮水难、增收难、
上学难、看病难。工作队到三义之初，
这六难是最真实的情况。

三义乡党委书记李小平介绍说，
2017年8月，彭水县启动深度贫困乡
镇脱贫攻坚工作，工作队和乡政府坚持
问题导向，建立月计划、周安排、日推进

“三步”工作机制，开展春夏秋冬“四季
主题攻坚”挂图作战，坚持“一线工作
法”，推动各项工作和政策落地见效。

三义乡聚焦“攻坚规划”，坚持“一
月一调度、一周一专题、一日一汇报”的
项目推进机制，规划250个项目已全部
开工，完工238个，完工率达到95.2%，
累计完成投资4.7亿元，投资完成率达
到79.29%。水、电、路、讯基础设施硬
件全面改善。

同时，他们以村集体经济、专业合
作社与龙头企业合作建基地，带动全体
贫困户参与为切入点，推动烤烟、中药
材、高山蔬菜经果、特色养殖四大脱贫
产业落地见效，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的
比例由2016年的20:80调整为当前的
80:20。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三义乡脱贫
攻坚规划》的21项指标全面完成，贫困
发生率下降至0.2%。

五小经济、五小庭院
“小字头”打通脱贫新渠道

小坝村1组村民张春花是石柱县
冷水镇人，因做辣椒生意与三义乡小伙
子姚胜均结缘。三义乡地处彭水县与
石柱县交界，她充分利用“娘家”发展

“石柱红”辣椒的机遇，在小坝村1组成
立了合作社，带领村民发展辣椒种植。

但是，仅靠订单种植、收购，她和乡
亲们只是挣到了“力气钱”。2017年，
驻乡工作队会同三义乡党委政府把辣
椒加工作为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的项目
之一，指导、支持合作社修建了2000平
方米的辣椒加工厂房，购买半自动烘干
设备6台。

在此基础上，张春花又开拓了高
淀粉红薯产业，与辣椒产业一样，采取

“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免费提供
红薯苗，统一购置红薯专用肥，提供技
术培训，每个基地配备技术人员，发展
订单种植、回收加工。有了加工厂作
支撑，农户种植积极性迅速提高，辣

椒、高淀粉红薯种植面积逐年扩大，种
植基地和加工厂解决了当地100多人
的工作。

通过同样的发展思路，三义乡还培
育了一批食用菌、中药材小加工厂，在
拉长农业产业链条的同时，确保了全乡
种植业结构调整成果得到有效巩固，成
为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目标的有
效途径。

三义乡扶贫工作队，给这样的模
式，取名“小加工”。

这样的“小字头”远不止加工一
项。扶贫工作队深知，产业兴旺是巩固
脱贫成果的根基，而产业结构单一是深
度贫困乡镇的共同特点。三义乡地处
武陵山区腹地，自2016年底全乡仅有
的2个煤矿被永久关闭后，种养业就成
为全乡村民唯一的收入来源，贫困户缺
资金、缺技术、缺人力、缺脱贫致富门路
成为了脱贫攻坚的主要难题。

因此，工作队会同乡党委政府，依
托农户的自身技能和优势，因户施策，
重点培育了小加工、小餐饮、小运输、小
制作、小买卖“五小”非农经济，推动全
乡产业结构调整“接二连三”，成功地走
出了一条自己的产业脱贫路子。

但这依然不是“小字头”的全部，
针对家庭劳动力少、土地资源不佳、
发展资金匮乏等发展动力不足的农
户，工作队会同乡党委政府，因户施
策鼓励、帮助农户发展起小果园、小
花卉园、小瓜菜园、小水产园、小养殖
园等“五小”庭院经济，降低发展门
槛，规避产业风险，为全乡贫困群众
打通脱贫新渠道。截至目前，全乡已
发展“五小”庭院经济农户601户，实
现户均增收近2万元，走出了一条创
新脱贫典型路。

“一道菜+”扶贫模式
让珍珠鸡飞出大山

李方龙是彭水县三义乡弘升村珍
珠鸡养殖合作社的领头人，2017年他
创办了建龙特色养殖专业合作社，并
发动了 100 多家农户参与珍珠鸡养
殖。当年，养殖的数量就达到了3万
多只。

然而，由于市场对珍珠鸡的认知度
不高，发展起来的几万只珍珠鸡成了

“烫手山芋”。大量等待出栏的珍珠鸡，
每多喂一天便会增加成本，时间长了甚
至会没有收益。这可急坏了李方龙。
2017年,王祖勋在入户走访中发现了
他的难题，他认为找各帮扶单位爱心购
买不是一条长久之路，为了培育稳定的
销售市场，他主动与相关餐饮企业对
接，希望能打通一条从养殖场到消费者
餐桌的链接渠道。

通过多方努力，王祖勋邀请重庆五
斗米餐饮集团派人赴三义乡进行实地
考察、试菜，并最终达成了合作协议。
目前，重庆五斗米餐饮集团以三义珍珠
鸡为主要食材打造的“汤和理”渝派特
色餐饮门店已开了3家，其他加盟店正
在有序推进，双方今年的协议订单量为
20万只。

“一只鸡一道菜”走出了三义乡特
色养殖与大型餐饮企业合作的第一步，
在以三义珍珠鸡为主材与五斗米餐饮

集团打造“一道菜+”扶贫新模式的基
础上，工作队将三义乡的黑猪、豪猪、大
脚菌、羊肚菌等特色产品端上了消费者
餐桌。

2019年4月27日，在中国（重庆）
国际美食节暨第十三届中国餐饮产业
发展大会上，三义的美食产品参展，并
与中国烹饪协会、重庆市烹饪协会分别
签订了餐饮扶贫协议，签订珍珠鸡养殖
合同20万只，近100户农户受益。

“产业村长”实现“三赢”
让“外来”和尚念好经

“对口帮扶企业或单位在资金、技
术、人才、市场等方面参与村级产业发
展是一种较为常见、有效的帮扶举措，
但是也存在着帮扶人回原单位后导致
新培育的产业‘人走茶凉’的情况。”王
祖勋说，在脱贫过程中本地干部群众存
在过分依赖政策支撑和帮扶力量导致
控制风险能力不够、拓展市场的能力不
强，缺乏带动主体导致村组干部与群众
矛盾重重等现象。

怎么解决这样的困局？工作队经
过两年多的探索实践，找到了通过引入
外来企业负责人和培育本地带头人作
为“产业村长”的新模式。该模式以“三
变改革”为利益联结纽带，与村集体经
济合作并带领贫困群众建设产业基地、
发展特色产业、创立扶贫车间，在推动
全乡产业结构深度调整的同时，实现龙
头企业、村集体经济、贫困群众“三赢”
的扶贫产业发展新格局。

那么，“产业村长”究竟是怎样一种
身份？

“首先，村长本人既要懂种植技术，
也要会市场营销。”王祖勋说，他们紧扣
全乡中药材、高山蔬菜经果、特色养殖
的脱贫主导产业，选择懂产业、懂技术、
懂市场，在相对应的村有产业基地，具
备一定实力和奉献精神的产业能人担
任产业村长。而产业村长属荣誉性质，
不属于村支两委实职干部，不纳入乡村
干部考核，不领取报酬。

通过利益联结，实现“企业+产业
基地+村集体经济+贫困户”捆绑发
展，确保扶贫产业让企业、村集体、贫
困户三方共同受益。目前，首批担任
产业村长的4人中，有3人是外乡引
入的企业负责人，1名是本乡培育的
产业能人。这4名产业村长正带领着
全乡中药材、中蜂、食用菌、辣椒等产
业发展。

其中，重庆祥林中药材公司负责
人王祥任五丰村产业村长，带领包括
五丰村在内的4个村中药材种植面积
超 6000 亩；重庆沃邦农业有限公司
负责人候春均任龙合村、莲花村2个
村的产业村长，建设食用菌基地 80
亩，并建设了食用菌加工扶贫车间；
重庆子高中蜂养殖有限公司负责人
王子高任弘升村、龙阳村2个村的产
业村长，带动村民发展中蜂 2600 多
群；本地培育的重庆彭椒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负责人张春花任小坝村产业
村长，带动村民种植辣椒和高淀粉红
薯1200余亩。通过产业村长带动贫
困户进入合作社，并参与劳动实现就
业增收。

“双五”模式深入推广
把村民变成股东和工人

最近，三义乡龙阳村的村主任严
文兵总是很忙，但他说起话来却精神
抖擞。问他忙些啥，他说，忙着把刚
烘干的蘑菇、割好的蜂蜜、捆好的白
菜送到主城去，卖个好价钱。

严文兵不是在给自己挣钱，是在帮
全村人挣钱。作为龙阳村村长，他靠着
市发改委扶贫集团驻乡工作队提出的
脱贫产业发展“双五”模式，带领村里人
搞起了集体经济，让全村人都尝到了甜
头。

什么是“双五”模式？其一，是党组
织牵头、企业引领、基地带动、合作社组
织、农户参与的“五联”经营；其二是土
地入股、贷资入股、资源入股、技术管理
入股、集团资产入股的“五类”参股。这
样的模式，打造了新的利益联结机制，
通过集体、企业、贫困农户的三方和协
同合作，带动三方共同受益。

2017年工作队刚到三义时，全乡
有贫困户605户2277人，贫困发生率
高达32.7%，工作队的第一项任务就是
开展遍访工作，迅速摸清乡情实际。

如何通过创新把脱贫产业搞起
来？成了工作队彻夜思考的问题，看到
三义百姓种地收菜都仅仅是满足家庭
日常需求而基本没有剩余时，工作队意
识到了症结所在：“农民一个个单打独
斗不行，得抱团发展，搞集体经济，搞新
的模式，这样才能做好脱贫产业。”由
此，“双五”模式孕育而生。

“双五”模式难以在三义乡传统的
红苕、苞谷、洋芋“三大坨”产业上发挥
作用，为此，工作队经过充分研判，在产
业的规划、布局上选择了烤烟、中药材、
高山蔬果、特色养殖四大脱贫产业，既
生态环保，又让百姓经济增收。

选定产业之后，工作队引导各村党
支部牵头成立农业专业合作社和村办
企业，积极帮助它们和农业产业化公司
谈合作，设立专业养殖和种植基地，吸
纳村民参与其中，把村民变成“股民”和

“工人”。
最终，太极集团、重庆均杰公司、重

庆子高农业公司等7家农业产业化企
业分别与各村新成立的28家农业专业
合作社结成了“对子”，共同助推三义农
业产业发展提档升级。

三义乡的集体经济在“双五”模式
的助力下，有了很大起色。经过两年的
努力，全乡6个村全部实现了集体经济

“零”的突破，龙合村的黄皮瓜蒌、弘升
村的珍珠鸡汤、莲花村的牛肚菌菇、龙
阳村的高山蔬果、小坝村的百花蜂蜜，
都逐渐形成了各自的品牌，带给村集体
和农户不少收益。

2019年，在“双五”模式下，三义乡
四大脱贫产业种植面积达到1.9万亩，
全乡粮经比调整为了20:80，覆盖农户
1051户4281人，扣除在外务工人员，
覆盖率达到90%，对贫困户实现全部
覆盖，通过发放劳务费、股东“分红”等
方式实现人均增收约6000元，占全乡
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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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题深贫有办法 夯实基础谋振兴

三义乡突出重围迎艳阳

“脱贫全靠共产党、市上派来大队长，精准扶贫肩上扛、

爬山访户政策讲，穷苦险区寻方向、产业发展许多样……”今

年春节，彭水县三义乡的村民自创了“花灯龙船调”的一段唱

词，口口相传。

3年前，三义乡还是全市 18个深度贫困乡之一。

2017年8月，市发改委扶贫集团驻三义乡工作队常务副

队长王祖勋带领扶贫工作队进驻三义乡时，发现此地基

础条件落后、地理环境恶劣、产业结构单一、文化教育匮

乏，三义乡贫困发生率极高，可以说是“贫中之贫、困中之

困”。

如今，“四大脱贫产业”让红苕、苞谷、洋芋这“三大

坨”彻底退出，水、电、路、讯等基础设施全面改善，学校、

医院、社保等公共服务体系短板全面弥补。一点一滴汇

聚成的巨大变化和一个个致富故事构成的脱贫故事，在

这里不断涌现。

晚上10点半，王祖勋仍在办公室内奋笔疾书。看着熟悉
的乡村一天天改变面貌，脱贫成效显著，让他倍感振奋和欣
慰，更加充满干劲。

王祖勋的笔记本上，记录着近期的三个愿望，一是加快
弘升村水库的建设，让三义乡彻底告别季节性缺水的历史；
二是进一步挖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潜力，为每一户找
到一条稳定增收的路子，防止出现返贫的现象；三是统筹好
与周边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巩固好产业结构调整的成果，
在乡村振兴中起好步。

他相信，愿望的实现，并不遥远。

链接》》

三义乡莲花村整治后的土地

三义乡莲花村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三义乡巡诊医务人员正在上门指导村民用药

三义乡新建的公路

三义乡食用菌种植基地

扶贫队长许下三个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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