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1”保障

产业扶贫

易地扶贫搬迁

组组通

“四场硬仗”
成绩单

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县县通高速公
路 基 础 上 ， 2017 年 启 动 农 村 “ 组 组
通”硬化路三年大决战，建成农村“组
组通”硬化路 7.87 万公里，实现 30 户
以上自然村寨通硬化路，惠及 1200 万
农村人口，破解了长期制约贵州农村发
展的交通瓶颈问题。

创造性地探索了“六个坚持”“五
个体系”的易地扶贫搬迁路径，实施了
全国最大规模的易地扶贫搬迁，全省

“十三五”时期累计建成易地扶贫搬迁
安置项目 949个、安置住房 46.5万套。

纵深推进农村产业革命，牢牢把握
“八要素”，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
“六个转变”。建立 12 位省领导领衔推
进机制，推广“龙头企业＋合作社＋农
户”组织方式，茶叶、辣椒、李子、蓝
莓、太子参、金钗石斛等种植面积均位
居全国第一。

实施教育扶贫，持续压缩党政机关
6％的行政经费用于支持教育扶贫，在
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
衡发展。实施健康扶贫，贫困人口全部
落 实 “ 三 重 医 疗 保 障 ”。 实 施 危 房 改
造，在全国率先开展透风漏雨老旧住房
整治 30.6万户，率先同步实施改厨改厕
改圈 45.5万户，率先建立数字乡村住房
保障监测平台。抓好农村饮水安全保
障，先后解决和巩固拓展全省 740.94万
人饮水安全问题 （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 252.3万人），现行标准下农村饮水安
全问题全面解决。

千年梦圆 伟大跨越

千年梦圆，伟大跨越！
贵州，曾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

最深的省份。党的十八大以来，贵州牢记“尽锐出战、务求
精准，确保按时打赢”的指示要求，把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
事和第一民生工程来抓，持续打好脱贫攻坚“四场硬仗”,探
索出一系列精准管用的“贵州战法”，推动贵州大地发生了历

史性巨变。全省 66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923 万贫困人口全部
脱贫，192万群众搬出大山，减贫人数、易地扶贫搬迁人数均
为全国之最，在国家脱贫攻坚成效考核中连续 5年综合评价为

“好”，书写了中国减贫奇迹的贵州精彩篇章。
今天的贵州，彻底撕掉了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标签，正

迈向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

六月，风溪河的水暖了，水流所经两岸，满
山的竹叶儿挂着露珠，随风摇摆，绿势喜人。

这里是赤水市两河口镇黎明村，有着
48 平方公里的面积，在这个深山村落，竹
子是谋求致富的主要产业。

“为了把竹子卖出去，十多年前我们就
开始修路了，但真正解决我们村的交通问
题，还要从脱贫攻坚开始说起。”黎明村党
支部书记王廷科回忆。

在高山深谷地区，路承载希望与未来。多
年来，黎明村村民在王廷科的带领下破山开
路，将道路修到了最远的组伸进了最远的山，

“组组通”的到来让这片 48 平方公里的土地
焕发出新的生命，蜿蜒绵长的山道就如游龙，
将发展的壁垒逐个击破，道路不断拓宽硬

化，通往山谷深处，传来令人惊喜的回响。
如今，漫山遍野的竹林成为黎明村的巨

大财富，碗口粗的竹子长到 20 米高，货车
开进了山，一车车将它们运出山外。

“路通了，竹子大批卖了出去。年年
砍、年年长，一年我家能卖 10车，大约 100
多吨。”家住黎明村四组的吴兴国栽种竹子
100多亩，这个“绿色银行”成为他们一家
奔向富裕的源泉。不仅伐竹年年创收，竹林
里的竹笋也是个“金娃娃”，今年清明节前

后，靠着收购竹笋加工成笋干，吴兴国卖了
40多万元。

深山筑坦途，道通百业兴。随着交通基
础设施的完善，黎明村掀起了“丹霞第一
漂”旅游热，大批游客的到访带来了十分可
观的收益，黎明村 2017 年收入突破 300 万
元，连同赤水大瀑布景区的分红所得，村集
体每年还有 120万元左右的收入，也带动了
周边村民就近务工就业。

“运输方便后，我们村成立了公司发展

产业，现在加上农户自己的项目，我们村已
有 1260 亩猕猴桃、450 余桶蜜蜂、160 亩冷
水鱼，人均收入也从过去的 1500 元，涨到
了 2020年的 18000元，翻了十几倍，我相信
黎明村的未来还会更好。”谈及未来，王廷
科信心十足。

2017年黎明村摘去了贫困的帽子，2019
年全村贫困户全部清零，2020 年村级集体
经济累计收入达到 1750 万元，村级固定资
产 1392万元。

黎明村再也不是过去失学儿童多、贫困
光棍多、无业人员多的“穷三多”面貌。从
送出一棵竹子，到迎进一名游客，这方丹霞
沃土随着道路的畅通，以绿水青山开局，奔
向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路通业兴：山珍成了“绿色银行”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梁圣

一手托着网帽，一手拿着钩针，挑、
钩、挂、绕、拉，一根根头发就被固定在假
发网帽上……梁国玲坐在操作台前，仔细完
成一件件样品的初加工，一旁，孩子在安静
地写着作业。

“一个月三千多块钱工资，家门口干活，
还能照顾到孩子，生活过得踏实。”梁国玲所
说的踏实生活，来自于家门口的扶贫车间。

梁国玲是雷山县龙头街道城南社区的易
地扶贫搬迁群众，搬迁之前，既要挣钱养
家，又要照顾老人和小孩，是梁国玲和丈夫
不得不面对的两难选择。

2018 年，得益于易地扶贫搬迁政策，
梁国玲一家四口从几十公里外的大塘镇桥港
村搬到了离县城几公里的城南社区。花园式
的小区，住房配有家具，从此，梁国玲家的
生活完全变了样。

“搬来后，社区干部就上门动员我去扶
贫车间，参加培训时一天还有 40 块钱补
贴，学会技能后就正式上班了。”梁国玲
说，如今，孩子步行几分钟就到学校，顾家
和赚钱这样的两难选择终于得到了解决。

“‘扶贫车间’进社区，让有劳动能力
的搬迁户在家门口就有活干、有钱挣，既能

够帮助他们持续增加收入，又能激发他们的
内生动力。”龙头街道办事处主任邓文兴说，
社区内的刺绣车间、藤编技艺车间、假发生产
车间，让搬迁户实现了“楼上住新房、楼下进
工场”的新生活方式。

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源，解决好搬
迁群众的就业问题是写好“后半篇文章”的
点睛之笔。近年来，社区通过劳务输出、公
益性岗位、扶贫车间等方式，打好就业“组
合拳”，实现搬迁人口就业 7053人，有劳动
力的搬迁户一户一人就业率达 100%。

“今年我们计划新增扶贫车间 3家，现已
完成新建扶贫车间制衣厂 2 家，预计将再增
加就业岗位 500 余人。”邓文兴说，新车间的
增加，将切实解决更多搬迁群众就地就近就
业问题，真正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安
居又乐业。

扶贫车间：让搬迁群众安居又乐业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吴传娟 刘悦

近日，在岑巩县贵州贵润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车间，一朵朵雪白的双孢菇冒出了菇
床，长势良好，工人们正忙着采摘。

2019 年，岑巩县引进贵州贵润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进驻大榕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为当地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厂就在家门
口，工作环境不错，每月还能拿到 3500 元
到 4500 元左右的工资，家里家外都兼顾，
我很满意。”工人熊君说。

公司董事长助理郭涵告诉记者：“现
在，公司全年双孢菇总产量达 1万吨，营业

额达 1.5亿元，预计利润 3500万元，可解决
当地群众就业300余人次。”

走进智能菇房，记者发现该公司的双孢
菇生产模式不同于传统的生产模式。在这
里，全程恒温、恒湿、恒氧、恒气等可视化
数据立体栽培，实现周年生产周年供应。公
司在 5G+大数据+云平台下构筑“智慧农
业”新模式，实现产品无农药、无色素、无
添加、可溯源。

“我们融合了全球白蘑菇产业前沿技术，
拥有西部最大的双孢菇智能菇房，实施双孢

菇的工厂化生产。”公司董事长郭亦波说。
同时，结合当地资源优势，公司致力于

产业可持续发展，双孢菇的生产形成了绿色
生态循环经济链。

“秸秆、稻草、鸡粪等发酵后作为双孢菇
培育原料。不仅能产出高营养、高价值的蘑
菇，还可以解决‘秸秆禁烧、畜禽排放’的难
题。而出菇后的培养基是优质的有机复合肥、
设计改良土壤、种植花卉等的上等肥料。”郭
亦波介绍，公司全年可消耗秸秆、稻草、油菜
杆等农业废弃物2.5万吨，消耗鸡粪2.5万吨，
产生有机基质4万吨，可改良土地6000余亩。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严格管控全产业链
中的每个环节，确保从原料到餐桌的食品安
全。不断优化产品生产及提升产品质量，实现
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郭亦波说。

智慧农业：释放发展红利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金忠秀 余欢

“2016年，我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内
心激动又焦虑，因为家庭贫困，家中兄妹都
在读书，大学四年的开销对我家来说是一笔
很大的负担，幸亏通过助学贷款与助学补助
等政策的帮助，让我顺利地完成了求学
梦。”6 月 15 日，桐梓县教师黎正梅回忆起
当初的求学经历，记忆犹新。

黎正梅家在桐梓县黄莲乡，是一类贫困
乡镇，平均海拔 1500 米。如今，在好政策
的帮助下，越来越多的贫困学生，解决读书
的后顾之忧，走出了大山。

脱贫攻坚，教育为先。五年来，桐梓县
兑现资金 2.22 亿元，帮扶贫困家庭学生
31.86 万人次；拨付农村义务教育营养改善

计划资金 1.99亿元，惠及学生49.8万人次。
为实现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愿景，

桐梓县还加快推进教育项目建设，扩大优质
教育资源供给，让“好学校”遍布百姓家门口。

走进桐梓县楚米镇元田小学，映入眼帘
的是粉刷好的教室，修整一新的围墙，已硬
化的校园道路……“这里的老师教得很好，
我在这里学习很开心。”话音刚落，学生李
慧佳又回到舞蹈室里学习起舞蹈来。

为了让孩子们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
元田小学投入了大量资金，完善学校基础设
施建设，还通过上海援建项目资金新建了教
学综合楼，新增音乐舞蹈室、美术室、科创
室等。学校硬件设施进一步改善，师资力量

得到大大的加强，教育教学质量提升。
在桐梓县，一座座崭新的现代化教学楼

拔地而起，塑胶操场、多功能教室等硬件配
置一应俱全。“十三五”期间，桐梓县共计
实施教育项目 199 个，建设面积 23.88 万平
方米，总投资 6.82 亿元，办学条件得到明
显改善。

近年来，桐梓县把教育当作最大的民
生，坚持教育优先均衡发展，以办好人民满
意教育为目标，不断加大教育专项投入，改
善基础硬件设施，还通过实施乡村教师补充
计划、国家特岗教师计划，选派县城优秀老
师到乡村学校支教、送教等方式，让农村学
生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

“‘十四五’期间，我们将以学前教育
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创特建
强的工作思路，打造教育‘优质均衡’新高
地，让优质教育照亮每一个孩子。”桐梓县
教育局党委委员、局长王兴艳说。

优质教育：照亮每一个孩子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王维维 通讯员 杜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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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贵州精彩蝶变

（上接第 1版）
要实现可持续脱贫，有可持续发展的

产业支撑是关键。贵州选准了 12个农业特
色优势产业，强调把发展林业林下经济作
为重要突破口，持续调整优化区域布局和
品种结构。2020 年，贵州农业增加值增长
6.3%，增速连续 3年位居全国全列，茶叶、
辣椒、蓝莓等种植面积均位居全国第一。

挪穷窝，换个活法。2019年底，贵州全
面完成“十三五”时期易地扶贫搬迁任务，
目前，正按照基本公共服务、培训和就业服
务、文化服务、社区治理、基层党建体系建
设高质量推动后续扶持工作。

路通业才旺。2017 年，贵州启动农村
“组组通”硬化路三年大决战，用两年多时
间全面完成 3.99 万个 30 户以上自然村寨
通硬化路，惠及 1200万农村人口。

攻坚“3+1”，增强脱贫内生动力。持续压
缩党政机关6%的行政经费用于教育扶贫，实
现建档立卡贫困家庭辍学学生保持动态清
零，建立“三重医疗保障”、率先在全国建成省
市县乡四级远程医疗网，改造农村危房 75.1
万户，740.94万农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全部
解决，贫困群众精神面貌得到极大改观。

东西部扶贫协作“山海情”、教育医疗
“组团式”帮扶、战疫战贫“两手抓”、挂牌督
战啃最后“硬骨头”、春夏秋冬攻坚战“压
茬”推进……脱贫攻坚“贵州战法”，打出了
一场场精彩脱贫战，为中国乃至全球减贫
事业探索了诸多好做法、好经验。

2020年，贵州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11642 元 ，是 1949 年 农 民 人 均 纯 收 入
48.3元的 241倍，“三农”变化翻天覆地。当
前，“三农”工作已进入推动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阶段，
产业是重中之重。

在遵义市正安县，不少辣椒种植户得
益于数字科技进步，用上了贵州农科院开
发的“辣椒云”平台，对辣椒种植、采收、销
售进行科学管理，实现了增产增收。在毕节
市威宁自治县，高海拔冷凉蔬菜基地嵌入
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现代科技元素，农
业科技工作者正在打造山地特色现代农业
科技示范样板田。

贵州各地在促进农产品精深加工、提
升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市场化经营水平上
接续发力，积极引导农村群众特别是新型
职业农民创业就业，有效拓宽就业渠道、扩
大就业规模、提高就业质量。

摆脱贫困展新颜，千年梦圆再启程。
“十四五”时期，贵州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
局，把闯新路开新局抢新机出新绩作为主
要目标，把大力推动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
化、农业现代化、旅游产业化作为主攻方
向，坚定围绕“四新”抓“四化”，干群一心奋
力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通村通组路将大山里的仁怀市高大坪镇银水村与外面的世界连接起来。

千年梦圆在今朝！今日之贵州，脱贫攻坚实现历史性
全胜。

伟大事业孕育伟大精神，伟大精神推动伟大事业。贵
州是中国革命的圣地、福地，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是
贵州巨变的力量源泉。百年来，红色血脉一直在贵州大地
赓续传承，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始终激励着贵州各族
儿女坚守初心使命，在新的长征路上奋勇前行。在“弘扬
遵义会议精神 走好贵州新时代的长征路”主题发布会
上，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谌贻琴向世界介绍：

“今天的贵州，彻底撕掉了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标签，正
迈向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

从一穷二白到全面小康、从发展滞后到赶超跨越……
每一次历史的巨变，都给全省各族人民带来无限的欣喜；
每一个成绩的背后，都源自于全省上下坚持不懈的努力。
曾经久困于穷的贵州，如今在绝对贫困问题上划下了一个
圆满的句号。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贵州这些年取得
令人瞩目的历史性成就，最根本的就是有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和亲切关怀。过去的贵州，曾是全
国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的省份。在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尽锐出战、务求精准，确保按时打
赢”的指示要求下，在把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和第一民
生工程来抓的时代背景下，今日之贵州，全省 66 个贫困
县全部摘帽，923 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192 万群众搬出
大山，减贫人数、易地扶贫搬迁人数均为全国之最，在国
家脱贫攻坚成效考核中连续 5 年综合评价为“好”，书写
了中国减贫奇迹的贵州精彩篇章。

千年脱贫梦，今朝终得圆。这是全省各族人民的无上
光荣，是贵州全体党员干部的无上光荣。在这场感天动地
的脱贫攻坚大战中，全省上下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
以贫困不除愧对历史的责任担当、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坚
定意志，攻克了一个又一个贫中之贫、坚中之坚，脱贫攻
坚实现历史性全胜、综合实力实现历史性跨越、开放格局
实现历史性重塑、数字经济实现历史性突破、环境质量实
现历史性提升、人民生活实现历史性改善，多彩贵州一派
欣欣向荣景象。

耕耘成就梦想，奋斗收获幸福。迈步新征程，我们当
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围绕“四新”抓“四化”，
以更加坚定的信心决心、更加积极的担当作为，走好新时
代的长征路，续写贵州高质量发展的精彩篇章。

赓续血脉 精神永继
本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