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最近，凤山县的百香果加工厂已正式复工。工人们正将收购来的 500
吨百香果进行分拣，它们将被制成不同种类的深加工产品销往全国

� � 这几年，凤山县整村扶贫示范点袍里乡央峒村瑶寨已经“旧貌换了新颜”。通向屯里蜿蜒的水泥路，洁
净的两层教学楼、一栋栋拔地而起的小洋房和宽敞的篮球场就掩映在漫山的核桃树和百香果棚架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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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块脱贫阵地打定主意“准时交卷”
这两天，在位于广西壮族自

治区河池市凤山县的百香果加
工厂里，浓浓的果香四散溢出。 1
月到 3 月间，村民们采摘下的约
500 吨百香果被送往这里进行初
加工，并将制成百香果酒、果糕、
果酱 、果醋 、果脯等不同种类的
深加工产品销往全国。

作为正通农业实业投资有
限公司的负责人，周生已经在生
产基地驻守了超过 3 个月。 今年
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让周
生没能回到广东清远的老家。 于
是他留在了凤山，与村民们一起
战“疫”。

因为疫情造成物流不畅 ，凤
山的百香果鲜果滞销。 但周生对
百香果种植农户采摘来的鲜果
却“照单全收”。 给周生提供这一
“底气”的，是凤山县对企业的帮
扶政策。

“疫情发生以来 ，凤山县的
疫情防控相当给力 。 政府措施
得力 ， 民众也很配合 ， 严防死
守 ，没有一人感染 。 ”周生说 ，虽
然目前物流还未百分百恢复 ，
但 产 品 线 上 销 售 渠 道 依 然 畅
通 。 “在积极做好疫情防控的前
提下 ， 我们有信心把疫情造成
的损失追回来 ”。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目标实现之年，也是全面打赢
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 突如其来
的疫情让一些人担心，脱贫攻坚
的目标能否如期完成？

“新冠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企业和扶贫项目的复产复
工，不过目前各地按照分区分级
精准防控的策略，加快了扶贫项
目的实施和开工。 ”不久前，国务
院扶贫办规划财务司司长黄艳
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称，各省市
县今年扶贫资金投入已经达到
2000 亿元以上，同时中央财政专
项 扶 贫资 金 已 经 拨 付 1136 亿
元 ，“千方百计确保脱贫攻坚任
务的完成”。

凤山百香果成了致富果

凤山县位于广西西北部，因
“环山似凤，环凤皆山”而得名。

彼时，受地理环境和交通基
础设施等因素影响，凤山县经济
社会发展较为落后，是新时期国
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也是广
西深度贫困县。 特别是产业发育
不足， 农民增收渠道较为单一，
导致脱贫攻坚任务艰巨。

点燃产业扶贫的“引擎”，正
是凤山县挂职县委常委、副县长
付强一直想做成的事。

2012 年 11 月， 中国第一汽
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一汽”）定点扶贫凤山县，并延
续至今。

2016 年，付强到凤山县走马
上任，成为中国一汽派来的第二
任挂职副县长。 此后，“现有扶贫
模式还能不能有所创新”“扶贫
开发该如何更深入”就成了这位

“新县长”苦思冥想的问题。
“要想长期脱贫必须得有产

业，否则就很容易返贫。 ”在对凤

山县近 20 个贫困村实地走访调
研后，付强发现，在凤山，只靠

“输血” 帮助乡亲们脱贫并不能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必须要通过产业扶持，打造特色
农业品牌，才能使农户可持续性
增收有保障，以防脱贫后再次返
贫。 ”付强说。

“小小百香果，转动大产业”。
因“当年种植、当年见效、市场前
景广阔”， 百香果是水果产业中
的“短平快”项目。

周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原
来，农户种植玉米、水稻，每亩收
益只有不到 500 元，而通过种百
香果， 每亩收益能达到 2500 元
左右，“收益增加了好几倍”。

2017 年 10 月， 通过招商引
资会，周生来到凤山县。 他对农
业的热情以及凤山县对“产业扶
贫”的重视让双方“一拍即合”。
几个月后，正通农业实业投资有
限公司就在凤山县巴旁村正式
落地，并立即投入生产。

仅两年过去，漫山遍野的百
香果棚架已经成为凤山一道特
殊的风景线。

据周生介绍，通过实行“政
府+企业+金融+合作社+基地+
农户”的规模化经营模式，仅这

家公司就带动了 300 多人转移
就业， 为全县 2000 多户百香果
种植户（其中贫困户 600 多户）
“保驾护航”。 2019 年一年，公司
就收购了百香果鲜果 5000 多
吨，被凤山县授予“就业扶贫车
间”称号。

百香果产业只是凤山特色
产业项目发展的一个缩影。 核
桃、油茶、杉木、特色养殖（鸡）、
桑蚕、八角……如今，全县在册
农民专业合作社有 928 个，共建
设产业示范基地 95 个， 农民专
业合作社和产业示范基地覆盖
贫困户 30.4%。

“在产业扶贫的过程中，中
国一汽共投入帮扶资金 1644.79
万元扶持产业发展，占累计投入
帮扶资金的 27%。 ”付强说。

事实上，推进特色产业项目
并非总是一帆风顺。 对于中国一
汽驻凤山县文里村任第一书记
的苏庆宇来说，几经波折才最终
敲定的中药材基地项目，正是当
地脱贫攻坚复杂性的一个缩影。

“2019 年初，村里计划建设
120 亩左右的中药材基地， 试种
新品种中药材，在给村民土地流
转增收、 劳动力增收的基础上，
尝试开拓利润较高的种植作
物。 ”让苏庆宇没有想到的是，在

开展土地流转工作过程中，部分
村民一开始并不理解，出现了不
愿出租土地的情况。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为
此， 苏庆宇和文里村村工作队、
村两委、 生产队长轮番上阵，做
村民工作。

因为白天村民需要做工，上
门沟通都在晚上进行，最晚的时
候，苏庆宇要和村民聊到深夜 12
点。“用了 10 个晚上的时间，工
作队终于说服了村民，完成了土
地流转，推进了中草药基地建设
前期工作。 ”苏庆宇说。

在不少人眼中，比起直接的
捐资援助，产业扶贫的过程需要
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有时并
不能被村民很快接受，也并不会
像一些“面子工程”一样在短时
间内见成效。

但在苏庆宇看来，相较于简
单的“撒手式”的财政支持，这种
“真抓实干” 的帮扶方式更能发
挥央企的优势， 也是帮助地方
“最负责任的态度”。

值得一提的是， 为帮助推
广当地特色农产品，2018 年 8
月，付强组织凤山当地企业，把
凤山的核桃鸡、 百香果等产品
都带到吉林农博会进行展销，
借此打开北方市场销路， 传播
本土品牌， 争取实现互联网订
购，为凤山县脱贫致富谋求“互
联网”新机遇。

同时，2019年 10月，“中国一
汽扶贫馆” 正式上线， 并同步在
“红旗智联”App 平台上线， 帮助
贫困地区人民销售、 推广特色农
产品，在售产品多达 100余种。

“凤山百香果走出大山，成
了乡亲们的致富果。 ”付强自豪
地说， 经过大家的不懈努力，凤
山百香果成了中国一汽扶贫馆
内最畅销产品之一。 据了解，目
前通过该“扶贫馆”渠道售出的
百香果产品占比已超过 30%。

“未来 3 年，我准备扩大凤
山县百香果的投资和品牌打
造。 ”尽管遭遇疫情影响，但周生

对凤山县未来的发展前景依然
十分乐观。“我打算在凤山建设
一个标准的百香果健康种苗苗
场，以及两条精深加工生产线。 ”
他兴奋地说，凤山的乡亲们都在
热议， 百香果就要成为大家的

“扶贫果、致富果”。

防疫、扶贫两手抓

“县里防护服就剩 10 套了，
N95 口罩不到 100 个，医用口罩
不到 1 万个。 ”农历大年初五，一
通来自凤山县的电话让付强的
心提到了嗓子眼。

从吉林长春到凤山县距离
超过 3000 公里， 但在凤山驻点
近 4 年的付强早已把这里当成
了第二个家。 了解凤山县医疗物
资缺口较大的情况后，付强马上
在公司的定点扶贫工作群里发
送了相关需求。 不久后，中国一
汽决定向当地捐赠医疗物资。

短短一周后，1 台负压救护
车、30 台血氧仪、20 台呼吸机、
150 套医用防护服和 2250 只医
用口罩便筹措完毕，这些救急的
医疗物资被陆续发往凤山县。

2 月 2 日，付强主动提前结
束春节假期， 回到凤山县参与
战“疫”。除了筹措防疫物资，推
进扶贫工作也是他持续关注的

“战场”。
“新冠疫情为打赢脱贫攻坚

战带来了新的挑战， 大家的任务
都很重。 ”付强用笃定的语气说，
尽管如此，在疫情防控期间，这场
攻坚战的进度也一直没有耽误。

据他透露，2020年，中国一汽
已经在凤山县规划 20 余个项目，
包括产业扶贫、健康扶贫、消费扶
贫、基础设施、生活条件改善、教
育扶贫等。 目前各项目已开始陆
续实施。“通过严格防控、简化手
续， 我们在脱贫攻坚的战场上也
要与疫情赛跑，争取时间。 ”

“本来脱贫攻坚就有很多硬
任务要完成， 有很多硬仗要打。
突如其来的疫情对扶贫工作确
实会产生一些影响。 ”不久前，国
务院扶贫办综合司司长苏国霞
表示，当前扶贫工作面临的主要
问题是疫情使人员、 物流的受
阻，影响贫困户的收入。 她说，有
决心经过努力把疫情造成的影
响降到最低，确保如期完成脱贫
攻坚的任务。

按照计划，今年凤山县将瞄
准全县剩余的 773 户 2633 人贫
困人口， 对 15 个贫困村进行脱
贫摘帽扫尾，全面完成现行标准
下绝对贫困人口 100%脱贫任务。

原本要在 2019 年 6 月结束
任期，离开凤山县的付强和苏庆
宇， 已主动申请将任期延长至
2020 年年底。

“脱贫攻坚已进入决战决胜
的关键时期，很多扶贫项目我一
直在跟进。 在这个节骨眼上，我
怎么能一走了之呢？ ”付强笑着
说，但自己已经下定决心，要继
续推进扶贫工作，“不战胜疫情，
不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我们
就不退。 ” （据《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