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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脱贫攻
坚资金支持，在投入上加力，切实加强
扶贫资金管理，优化资金配置，提高使
用效率，确保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近年来，浮山县积极探索“用活整合资
金、壮大集体经济、培育合作社、发展产
业、带贫益贫”“五位一体”融合发展模
式，握紧拳头，靶向投入，以小资金撬动
了农村产业大发展，形成了脱贫攻坚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路径。

一、创新机制，用活资金，让“一个
龙头放水”流向精准

2019年至今，浮山县累计投入财政
整合资金近6400万元实施产业扶贫，在
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有机旱作等方
面铆足劲儿发力，成效显著。

（一）让“零钱”“变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脱贫攻坚，资

金投入是保障”。浮山县注重发挥政府
投入在扶贫开发中的主体和主导作用，
顺应脱贫攻坚的新形势，改变长期以来
涉农资金渠道多、项目杂、投入散的管
理体制,按照“大类间打通”和“跨类别使
用”的原则，出台实施方案和管理办法，
将省级 6类 56项、市级 3类 4项涉农资
金以及县级扶贫资金统筹整合、集中管
理、捆绑使用，使涉农资金由“撒胡椒
面”式的各自分散重复使用，转变为“聚
沙成塔”式的高度集合使用，形成了“多
个渠道引水,一个池子蓄水,一个龙头放
水”的工作机制。

（二）让“整钱”“物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大财政

涉农资金整合力度，加强扶贫资金监
管，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浮山县
积极探索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的有效方
式，创造性地将扶贫资金投入到村集
体，主要用于发展产业所需要的厂房、
圈舍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机械设备等
生产资料的购买。村集体通过入股或租
赁方式将资产交由新型农业合作组织
经营，既有效化解了一家一户难以解决
的基础设施配套难题，又综合带动了村
集体、合作社和贫困户共同受益，使财
政整合资金发挥了最大效益。

（三）让“物化”“精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脱贫攻坚，精

准是要义”。浮山县以“三个精准”统筹
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

——以严把入口实现项目入库精
准。浮山县制定了《浮山县脱贫攻坚项
目库管理办法》，按照“村申报、乡审核、
县审定”的程序，严格筛选待入库并与
贫困户建立利益机制的经营主体，全面
审核后方可申报入项目库。

——以绩效管理实现项目实施精
准。财政局对每批次下达的涉农项目建
立了事前资金拨付报绩效、事中资金使
用问绩效、事后项目实施评绩效的全过
程绩效管理，明确各项目的实施内容以
及达到的效果，加大项目实时监控，并
在年底进行测评，评价结果将作为下一
年度安排财政资金的重要依据。

——以三方联动实现资金使用精
准。经营主体建立了扶贫绩效台账，主
动接受监督。乡镇、行政村承担监管责
任，督促经营主体合理使用资金。县政
府组织各职能部门成立联合监督指导
组，定期进行监督指导，促进扶贫资金
保值增值、规范管理、有效运行。

二、寻找良方，科学谋划，让种植业
多点开花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注重长期
培育和支持种植业发展”。2019年至今，
浮山县在种植产业方面共投入整合资
金 2000 余万元，因地制宜新增栽植果
树 6800 亩，其中苹果 3400 亩，桃 1800
亩，玉露香梨 1600 亩,人工栽植连翘 2
万余亩，使村民的生活水平芝麻开花节
节高。

（一）让苹果冷库暖人心
2019年，浮山苹果成功申报了中国

农产品地理标志，优越的自然环境和特
色的品牌优势为浮山苹果产业的发展
奠定了良好基础。张庄乡圪塔村是传统
的苹果种植区，该村瞄准有利时机，申
请整合资金180万元建设了2座可存储
100万公斤苹果的保鲜库，购置了先进
的制冷、保温设施和其他配套设备，并
将建好的冷库租赁给浮山唯臻电子商
务有限责任公司。对村集体来说，账面
资产增加 180万元，而且年可增加收入
9万元；对建档立卡贫困户来说，通过销
售合作等方式可带动 60户贫困户户均
增收 2000元以上，通过吸收约 30名贫
困户务工，人均增收 3000元以上；对苹
果产业来说，能够有效带动苹果种植的
产业化、规模化发展，延伸产业链条，增
加农产品附加值。

财政整合资金的新模式解决了困
扰村民多年无法存储苹果的难题，让苹
果冷库成为农民脱贫致富的“小金库”，
暖了贫困群众的心窝子。今年以来，浮
山县出台了《浮山县 2020-2022年特色
产业发展谋划意见建议》，利用财政整
合资金，对新发展的果园给予每亩3000
元补助，计划通过专项扶持，用3年时间
发展水果种植面积达10万亩，真正把水
果产业打造成规模化、优质化、品牌化
的主导产业。

（二）让南瓜长在藤架上
浮山县持续推进种植结构调整，大

力发展蔬菜产业，已经成为全市唯一的
山区蔬菜生产基地，连续 2年承办了全
市蔬菜观摩培训交流现场会，呈现出一
派生机勃勃的发展景象。浮山县张庄现
代农业示范园区与山西益丰源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合作，选准见效快、效益好、
带动力强的南瓜作为优势品种，在 100
余座日光节能温室大棚及 50余座春秋
大棚推广种植“贝贝南瓜惠和一号”，形
成了特色种植基地。

变“传统南瓜”为“网红南瓜”。传统
的南瓜属于大路蔬菜，一直以来价格不
是很高。新品种“贝贝南瓜”个头小巧可
爱，只有巴掌大小，像葡萄一样挂果在
藤架上，既有节约土地的优势，又具有
省时省水省肥、耐寒性强、易栽培、产量
高、营养丰富、成熟后还可生吃等特点，
是一种备受推崇的“网红南瓜”，有效带
动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变“企业单赢”为“合作多赢”。“贝
贝南瓜”的种植过程中，构建“企业+基
地+种植户+电商平台”的示范带动合作
模式，把企业、农户联成利益共同体，推
动形成“一业多赢”格局。企业提供就业
岗位，优先吸收建档立卡贫困户投工投
劳，通过发展产业获得劳动收益、学习
技术、参与经营、主体务工、增收脱贫。
运作中与广州清涟农业有限公司签订
回收产品订单，种植户与公司捆绑经
营，公司提供生产资料、种子、技术指导
等，种植户既可以通过发展产业获得工
资性收入，也可以自主经营、协同发展、
入股分红。

如今，品质和科技已经成为浮山县
蔬菜产业发展的底色。浮山县先后推广
采用露地辣椒机械化起垄覆膜定植、水
肥一体化等新技术，实现了蔬菜产业的
效益最大化。目前，浮山县2万余亩辣椒
已陆续进入采摘期，亩均产量预计可达
2000公斤，总产值将超过 8000万元；2
千余亩露地西红柿品质上乘，亩产达到
5000公斤，亩均产值可突破万元。预计
全县 6.9万余亩蔬菜，总产量将达到 14
万吨左右，总产值超过3亿元。

（三）让地垄连翘满枝头
连翘根系发达，适应性强，在地垄

上种植对周边农作物生长没有影响，而
且还具有净化空气，涵养水源，防止水
土流失的重要功能，进入盛果期，其收
入远高于普通大田农作物。浮山县境内
梯田密集，阡陌纵横，具有发展连翘产
业的种植优势。可是，长期以来田间地
垄荒废的现象随处可见，土地资源没有
得到充分利用。针对这种现状，浮山县
因势利导，积极引导农民种植地垄连
翘，取得了积极成效。

米家垣乡陈家圪塔村村民段伟
2016年在自家地垄上率先种植了连翘，
经过精心管理，2019 年挂果，150 株连
翘产量 150余公斤，实现经济效益 2000
余元，2020年总产量达 300余公斤，总
收入达 5000 余元，成为全村产业发展
的“示范户”。陈家圪塔村顺势而为，由
村集体出资为村民购买连翘树苗，在全
村发展连翘 150余亩，米家垣乡在全乡
推广种植连翘 3000 余亩，漫山遍野的
地垄连翘已经成为农民致富奔小康的

“金叶子”。
三、大方出手，抓铁有痕，让养殖业

扩规“繁育”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贫困地区要

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把种什么、养什
么、从哪里增收想明白”。2019年至今，
浮山县在养殖产业方面共投入整合资
金3200万元，共建设标准养殖场15座，
其中高床养羊场 9座，新增羊存栏 1万
只，现代化养猪场 1 座，新增猪存栏
7000 头，养牛场 4 座，新增牛存栏 500
头，养鸡场 1 座，新增蛋鸡养殖 13000
羽，带动 1000 余户贫困户户均年增收
2000元以上，真正把浮山在养殖产业方
面得天独厚的优势释放出来。

（一）让羊群入住“竹板床”
浮山县北王乡秀村和臣南河村抓

住政策机遇，申请整合资金建设了上千
平方米的高标准化羊舍，发展“生态高
床养羊”模式，存栏规模达到上千只，推
动传统养殖向现代养殖转变。

从“土窝窝”到“隔间房”。在传统养
殖模式下，羊群在地面或破窑洞里“席
地而卧”，水、尿、粪混在一起，随意乱
排，到处是臭烘烘的“土窝窝”。而在“生
态高床养羊”模式下，羊群住到了离地
面 1米多高“楼”上的“隔间房”。3-4只
羊居住一个“隔间房”。“房间”安装有自
动饮水器，触碰一下水龙头，就能自动
出水，“房间”的地板是用竹条铺成的网
格状“地板”，羊粪尿从网格中漏下，方
便人工清除、集中处理。羊睡在“竹板
床”上，不只是生态环保，还有效防止了
传染病的发生。

从“企业富”到“农民富”。泽坤园养
殖有限公司是秀村土生土长的企业，经
过 10多年的发展，公司已经成为集种
植、养殖、园林建设于一体的现代化科
技型企业。企业强了，又把精力投入到
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的“幸福事业”上。公
司租用秀村新建的养殖场，与62户贫困

人口建立利益联结关系，通过技术指
导，带动贫困户发展养殖产业。同时，贫
困户还可以从事饲料生产、喂养、清洁、
防疫、安保等生产活动，农民可以实现
四季有活干，月月有钱挣，户均每年可
增收1500元。

（二）让养牛老汉梦想成真
卜德印老汉是北韩乡槐树凹村的

“养牛能人”，多年的辛勤劳作使他掌握
了丰富的养牛技术，他梦想着壮大自己
的牛群，在更大的舞台上发挥自己的一
技之长，带动更多的人脱贫致富。浮山
县财政整合资金的新模式为他送来了

“甘霖”，卜老汉终于梦想成真。
2015年 2月，他成立了养牛专业合

作社，建设了1座1600平方米的标准化
养殖场，购置了专业的养殖配套设备，
建成了远近闻名的“明星养牛场”。自己
富了不算，带领周边贫困户一起致富才
是他的奋斗目标。2019年槐树凹村利用
财政整合资金新建了1座600多平方米
的牛舍，租赁给卜老汉经营，政府的好
政策一下子使合作社的规模由原来的
150头育肥牛扩大到 300头，实现了翻
番。卜老汉的劲头更足了，牛舍投入使
用后，可使加入合作社的全体社员2020
年年底分红实现每人 1500 元，社员种
植饲草 400亩，每亩地比种植玉米增收
300元以上。

（三）让“双万”项目落地生根
项目是实现养殖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顶梁柱”。浮山县充分利用财政整合
资金上马达康源公司万头猪场项目、堡
南村万只蛋鸡养殖项目，蓄足了养殖产
业的发展后劲。

万头猪场建设正酣。寨圪塔乡大山
深处，一座万头生猪养殖基地正在建设
中，不久，万头生猪就要住进“高大上”
的“新房”。寨圪塔乡统筹全乡12个村的
资金抱团发展，以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为股东，注册成立了浮山县达康源养殖
有限公司，争取财政整合资金1000余万
元，实施了万头猪场产业项目，建设面
积达到7000平方米，年出栏生猪可达到
14000头，预计 10月中旬完工，将成为
寨圪塔乡乃至全县的“大块头”养殖项
目。项目投产后，通过租赁收益可带动
12个村集体年收入增加 57万余元，同
时，以高于市场 0.05 元/斤的价格收购
384户贫困户的玉米，每户收购 1万公
斤，预计可实现年户均增收 1000元，同
时还免费提供猪粪节省肥料，真正实现
集体和贫困户的双增收。

万只蛋鸡亟待进场。一颗小小的鸡
蛋是农村致富产业的“金蛋蛋”。张庄乡
堡南村气候适宜，具有发展无公害养殖
的先天优势。村里利用财政整合资金建
成了现代化的万只蛋鸡养殖场，项目目
前已经竣工，只待已经订好的 13000羽
雏鸡进场。投产后，将采用“公司+合作
社+农户”模式，设立浮山县源随进养殖
专业合作社，委托浮山源源旺公司包销
经营，带动 40户贫困户入股参与养殖，
户均年可增收2000元以上，村集体年承
包收入可达6万元。同时，养殖场将成为
浮山县重点标准体系建设、技术培训和
推广、农业投入规范管理的示范基地，
辐射带动周边蛋鸡标准化的示范生产。

四、开动脑筋，提档升级，让加工业
链条延伸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大力度
发展农产品深加工业，推动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2019年至今，浮山县在农产
品储存加工方面共投入整合资金850万
元，新上西红柿加工、辣椒加工、小杂粮
加工、冷库建设等8个项目，建设厂房面
积共计 7600平方米，解决了农产品“卖
难”问题，激发了群众的种植热情，浮山
县今年种植高粱 1.8万亩，比去年增加
了 6000亩，种植辣椒 2万亩，比去年增
加5000亩，种植西红柿2000亩，比去年
增加500亩。

（一）让免淘小米之粥香飘万家
米家垣乡是传统的谷子种植区，这

里海拔较高、气候微寒、褐土富集，是谷
子生长的上乘之地，天然的优势造就了
米家垣小米的上乘品质，历史上还曾作
为贡米而久负盛名。近年来，米家垣乡
大力发展万亩谷子种植，被定为全国农
产品谷子无公害基地，把传统产业做成
了“黄金产业”。

合作社搭起“幸福桥”。坐落在米家
垣乡米家垣村的锦绣谷子种植专业合
作社是一家集谷子种植、销售、加工、技
术服务为一体的省级示范合作社，其流
转 700亩土地种植绿色谷子，同时带动
周边 10 个村发展绿色谷子种植 3000
亩。合作社免费为贫困户提供种子、农
药、技术培训，免费为贫困户进行脱粒，
并与贫困户签订收购协议，2019年带动
130户贫困户种植谷子 400亩，户均增
收3800元以上。

小米粥熬来“赞美诗”。米家垣村利
用浮山县财政整合资金购置了大型脱
粒机，租赁给合作社使用，年可加工谷
子 25万公斤。在县、乡、村各级的支持
下，锦绣谷子种植专业合作社把米家垣
的小米做成了有品牌、有品质、有品位
的“三品”产品。小米注册了“米家垣牌”
商标，通过了“绿色产品”和“无公害产

品”认证，已畅销到临汾、太原、北京等
地，让千家万户品尝到了米家垣免淘小
米的浓郁醇香，客户纷纷反馈点赞，甚
至专门写出了赞美的诗句。

（二）让西红柿酱映红村民的笑脸
来到敦曹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

么一条充满幽默感的标语：“吃到‘你’
是我最开心的‘柿’”。车间里，一瓶瓶做
好的西红柿酱摆放齐整，犹如积木叠
加，忙碌的村民个个脸上洋溢着幸福的
笑容，他们的目标是“敦曹西红柿，‘柿
柿’君如意”。

“敢为人先”的“创业路”。随着生活
节奏的加快，在家里做西红柿酱渐渐成
了人们的一种“奢望”，这也成为延长西
红柿产业链条的一个新方向。敦曹村党
支部书记马德海敏锐地发现了这个商
机，联合村里的党员干部自费“走出去”

“取经”，成立试种试做小分队，反复做
村民的工作，打消大家的疑虑。2018年8
月，村里成立了浮山县敦盛食品加工有
限公司，建设了标准化的厂房，实施了
敦盛西红柿酱扶贫车间项目，采取种
植+加工+营销的经营模式，逐步扩大经
营规模，带动 60户农户（50户贫困户）
种植优质西红柿种苗 100亩，加工西红
柿酱 30万瓶，带动 100余人就业，人均
增收3000余元。

“蒸蒸日上”的“奋进路”。为了将
优质的西红柿酱销售出去，公司积极
通过“镇党员先锋号”和“官商古镇—
东陈”两个微信公众号进行宣传，同时
与源源旺超市、万佳福超市等实体合
作，将西红柿酱运至各大超市，产品供
不应求。浮山县财政整合资金的新模
式更为该公司助了一把力，先后投入
整合资金 70万元，为公司建设了生产
区、办公区、库房，购置了 30件加工设
备，推动公司发展走上了快车道，预计
年底加工西红柿酱达到 60万瓶，销售
收入将达到 300 万元以上，户均收入
可达到 1万元以上。

（三）让“醋坛子”里的佳酿更养人
醋是食疗的新宠，民间有谚语“人

养醋，醋养人”。走进山西尧田农业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的车间，一个个“醋坛子”
装满了原汁原味的拳头产品“原浆醋”，
场面十分壮观。

“九谷原浆”的醋香味蕾。为了酿
造健康醋，该公司从种粮抓起，通过

“免疫治疗”去除了土壤农残，使土地
变成良田沃土，为产出好醋奠定了基
础。“原浆醋”由小米、高粱、麸皮、玉
米、豌豆、大麦、稻壳、谷糠、麦麸多种

粮食谷物为原料酿造而成，打破了以
单一主粮酿醋的传统，是醋业的一次
技术革命。“原浆醋”采用了传统技艺
与现代设备相结合的工艺流程。在蒸、
酵、薰、淋、陈等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开
辟了“养”的流程。调研中，一踏进酿造
车间，就能充分感受到弥漫在空中的
醋香，真的是完成了“人养醋，醋养人”
的循环。

“醋坛子”的跋山涉水。公司采取
“公司+农户”的经营模式，通过收购小
米、高粱、玉米等农副产品，带动当地农
户300多户，户均年增收7000元。如今，
经过精深加工的“原浆醋”走出了山野，
赢得了越来越大的市场，销售到了全国
数十个城市，甚至漂洋过海到了韩国，
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

五、拓宽视野，蜕变产业，让有机旱
作沃土肥田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时指出，有
机旱作是山西农业的一大传统技术特
色。要坚持走有机旱作农业的路子。
2019年至今，浮山县在旱作农业方面共
投入整合资金 345万元，购买各类农机
具57台（套）。特别是采用免耕深松精准
播种技术种植 1.5万亩玉米，预计亩增
收 100公斤以上，群众可增收 300多万
元；采用宽膜沟穴播新技术种植的1000
余亩谷子，亩增收100公斤以上，可帮助
群众增收 50多万元。调研过程中，到处
能看到“田畴织锦绣，沃野好风光”，农
业现代化正在使大山深处散发着从未
有过的活力。

（一）让玉米种植“老树长新芽”
站在寨圪塔乡川口村的玉米地头

能看到，全程采用现代技术进行标准化
种植的玉米秆高大挺拔、玉米穗圆滚硕
大，而部分采用现代技术种植的就略逊
一筹，完全采用传统技术种植的又矮又
黄，就更加逊色。农民朋友真切感受到
了“同样的土地，种子不一样、技术不一
样，收成就不一样”，这就是有机旱作农
业的“魔力”。

念好“技术经”。技术体系是有机旱
作农业的灵魂和立家之本，没有技术体
系的完善，就没有有机旱作农业。浮山
县组建了“院县共建”玉米专业团队，制
定了浮山县玉米高质高产高效技术集
成方案，以“精确选种、精心拌种、精准
施肥、精量播种”“四个精”的技术集成
创新模式，为玉米种植插上了科技的翅
膀，使老产业实现了蜕变，成为产业扶
贫的生力军。

组成“联合体”。引入农业科技企

业，把农业科技企业与合作社结成利益
联结体，发挥科技企业的专业技术优势
和合作社的本土化优势，以市场化方式
实现优势互补。合作社依托专业化的技
术服务，为农户实施“科技托管”，赋予

“托管农业”全新的内涵，大幅提高了种
植户的效益，田间地头、街头巷尾流传
着：“托管的玉米长得太冲动了”“种了
一辈子地没见过这样的玉米”。

打好“组合拳”。浮山县三管齐下，
助力玉米有机旱作农业大发展。一是政
府搭台培训。在重点乡镇开展大规模的
玉米高产技术讲座和玉米科技托管培
训会，参加人数达 800人次。二是政策
帮扶资金。利用财政整合资金购买先进
种植机械，走机械化农业之路。三是玉
米托管补贴。为农民发放每亩 90元的
托管补贴，调动农民进行玉米托管的积
极性。

川口村的种粮大户王红旗按照全
程化的技术标准为农民托管了 1000亩
玉米，自己种植了 1000亩玉米，预计今
年可增收 50万元，成为技术致富的“红
旗手”。今年，浮山县实现玉米托管 1.5
万亩左右，其中完全按照标准化模式托
管的面积达到 8730亩，亩平均增产 200
公斤—250公斤，亩均增收 500元左右。
明年预计推广 5万亩以上，最终实现浮
山15万亩玉米全覆盖。

（二）让谷苗生长“单株变窝居”
近年来，浮山县不断试验推广新品

种新种植模式，依托“院县合作”平台，
实施了“谷子宽膜沟穴播”新技术，让谷
子地里挂满了“金穗穗”。

从“无效降雨”到“有效降雨”。该技
术集施肥、铺膜、精量播种为一体，让谷
子覆上膜后蓄水保墒增产量，不需要人
工放苗，也不需要人工间苗，地膜有效
性好，积聚雨水的功能好，对小雨资源
利用率高，变“无效降雨”为“有效降
雨”，创新了旱地变“水地”的现代农业
种植新模式。

从“单株拉大穗”到“株株拉大穗”。
采用该技术种植，作业效率高，大大降
低了劳动强度，谷子生长过程中具有茎
秆粗、个子高、叶片色泽浓绿、叶面积
大、抗病虫害强等优势，且黑膜除草效
果好，将传统的“稀谷拉大穗”的单株增
产变为合理密植、群体增产。

在米家垣乡赵城村的示范田里，采
用该技术种植的谷子长势明显好于传
统种植的谷子，谷子每亩可增产 100公
斤左右，亩产增收600多元，新技术已经
成为让农民腰包鼓起来的“填充剂”。

好 布 用 在 裉 节 上 把 钱 花 在 刀 刃 上
——对浮山县“五位一体”发展农村产业的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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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山县以用活整合资金为突破口，
以发展农村产业为抓手，壮大集体经
济，培育合作社，实现带贫益贫，变“输
血式”扶贫为“造血式”脱贫，为打赢脱
贫攻坚战，走好乡村振兴路提供了有益
的借鉴。

（一）壮大村集体经济，努力让大河
涨水小河满水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是打赢打
好脱贫攻坚战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重要基础。而在当下，一方面，许多农村
集体经济薄弱“手中无米，叫鸡不理”；
另一方面，又有大量财政资金“跑冒滴
漏，有水流不进田”。浮山县坚持把握公
共财政资金的公共属性，以财政统筹整
合资金为突破口，以资金“物化”为集体
经济注入源头活水，通过把资产经营起
来、农民组织起来、产业发展起来，不断
做大做强村级集体经济这块“蛋糕”，使
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

（二）培育专业合作社，努力让小农
户走向大市场

专业合作社是农民增收致富的“桥
梁”，使松散的农民与大市场之间有了
密切又安全的联结，激活了资源要素，
重塑了经营体系，聚集了分散的资金，
拓宽了增收的渠道。在实践中，浮山县
坚持“农民跟着合作社走，合作社跟着
产业走，产业跟着市场走”，产业发展到
哪里，合作社就办到哪里，政府就投入
到哪里，使合作社成为助力脱贫攻坚的
有力引擎。

（三）发展特色产业，努力让农副产
品抢占至高地

“扶贫需要扶根”。做大做强做优特
色产业是实现稳定脱贫、可持续发展的
治本之策。只有充分发挥农业资源优
势，选准特色产业，延伸产业链条，做响
农业品牌，加强技术创新，最大限度地
激发产业活力，才能走好特色产业发展
之路，促进乡村振兴。浮山县利用财政

统筹整合资金，对特色产业实行精准化
扶持，打造了自己的特色，扩张了自己
的优势，实现了脱贫攻坚与农业发展的

“双赢”。
（四）突出带贫益贫，努力让人民群

众稳定增收
涉农资金统筹整合充分调动了新

型经营主体带贫益贫的主动性和积极
性，有效激发了贫困群众自主发展产业
的内生动力，形成了稳定持续的产业扶
贫新路径。浮山县规定财政整合资金项
目形成的村级收益，必须优先用于解决
本村贫困户的困难，而且项目必须直接
服务于贫困户、吸纳贫困户，这就形成
了对贫困户的“双重带动”。据统计，去
年以来整合资金支持40家专业合作社
运作，带动了65个行政村（占全县行政
村的52%）集体经济年收入突破5万元，
使 5400 余户农户（其中贫困户 3400 余
户）户均年增收3000元以上，贫困群众
真正实现了“有志想做、有事可做、有钱
能做、有人领做”的美好愿望。

思考与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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