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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叶强平 文/
图）3 月 12 日，在理塘县甲
洼镇玛吉阿米花园农庄打
工的几名贫困农妇，正利用
时节抓紧育苗，因为小番茄
等高原农特产品在成都等
地网上订单供不应求。

理塘县以“国家电子商
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为契
机，投资 380 余万元，占地
面积 2600 平方米，集 O2O
体验、商务接洽、农产品展
销、电商指导、人才培训、物
流中转、创业孵化七项功能
为一体的服务中心，于2017
年 8 月正式开园。作为国
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的重
点项目之一的理塘县电子
商务双创孵化中心，有效打
通理塘农村电子商务“最初
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瓶
颈，为“农产品进城”搭建快
捷、便利的双向流通渠道。

理塘县电子商务双创
孵化中心园区主要分为A区
大学生创业区；B区农产品
生产加工企业区；C区农特
产品展示展销区；D区路演
和培训区；E区理塘县物流
联盟区。目前，已有四川仓
央文化创美有限责任公司、
甘孜州青稞教育信息有限
公司、理塘县社区生活服务
电商平台工作室和理塘美
团等10家大学生创业者、7
家物流公司、6 家农特产品
企业和1家金堂县援藏店入
驻园区。园区现已开通微
信公众号，截止目前园区产
生的交易额达176500元。

理塘县总投资 2000 万
元，成功创建省级电子商务
脱贫奔康示范县，打造1个
县级服务中心的同时，甲洼
镇、濯桑乡、中木拉乡等 6
个乡（镇）乡镇电商服务站，
东珠村、江达村、俄曲村等
50 个农村电商服务点相继
建设完成，建立贫困户网店
15 家已开网运营。依托特
色农产品资源和自然资源
禀赋，形成“运营公司+龙头
企业+基地+农户”的电商
发展模式。

松茸、虎掌菌、牦牛肉、
虫草、土豆5款理塘县本地
农 特 产 品 的 包 装 设 计 ，
20000份土豆包装盒已印制
完成，其余产品包装盒正在
印制中。已完成理塘县本
土土豆的宣传短片初稿，通
过讲故事、述卖点、展风情
等方式，宣传理塘县本地土
豆。品牌化建设和产品体
系，正逐步形成。完成本地
县级部门、乡镇干部及本地
企业电子商务脱贫奔康集
中培训，培训人次达395人
次。开展电子商务脱贫奔
康第二期（分 6 批次）集中
培训，全面完成了2200人次
的培训任务。

据了解，京东商城理塘
特色馆已初步搭建完成，理
塘牦牛肉、理塘紫皮土豆已
上 架 京 东 商 城 甘 孜 特 色
馆。其他各类农特产品已
上架天猫、淘宝、拼多多。
理塘县农特产品、生态蔬菜
和手工艺产品等已全部上
架恩珠商城，县级电子商务

双创孵化中心内 100 余种
产品（松茸、虎掌菌、牦牛
肉、雪莲花及本地手工艺品）
已完成二维码溯源。理塘土
豆、理塘黄芪已完成检验。

学习营销与策划的大学
生吴家浩作为土生土长的理
塘人，自然对家乡的虫草非
常熟悉。吴家浩利用电商平
台，采用预售和订购的模式
来销售理塘虫草。他自己上
虫草山亲自体现采集虫草的
艰辛，拍摄视频，通过网络传
递给他的客户，实现虫草山
与客户的对接，让客户在网
络的另一头了解理塘虫草的
生长环境以及采集，销售运
输等各个环节。现在他的微
信里有3000多好友，这些好
友每天都会接收他对理塘虫
草的营销。

2017年10月初，理塘县
中木拉农副产品专业合作
社的260亩高原土豆丰收，
480万斤土豆通过各种渠道
销售了大部分。进入11月
份，中木拉乡乃沙村种植的
高原土豆剩下部分面临滞
销，“邮乐网”、“邮乐小店”主
动对接，不到一个星期就销
售500公斤、200件，村支部
书记昂旺彭措说：“多亏了
这个电商平台，让我们剩下
的土豆得以销售，不然只好
烂在仓库了。现在产品已
脱销，明年我们村还要扩大
种植规模，实现增产增收”。

2017年11月29日，理塘
县“圣洁甘孜·无量河”农特
产品爱心扶贫O2O体验销
售活动在康定市情歌广场开
展，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
县长郑显峰在活动现场卖力

“吆喝”。县长推销还在进
行，玛吉阿米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的展台海椒早已脱销，
市民刘丽好不容易买到24.4
元的优惠小番茄笑得合不拢
嘴，用手机微信扫一扫就挤
出人群。公司经理盛珂说：

“我们今天拉了1500公斤蔬
菜水果，销售人员称重量、拿
产品简直搞不赢，不到1个小
时就卖完了。”线下销售热火
朝天，线上刷单热情不减。
恩珠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理李诚说：“截止当天下午
4点，网上销售862单，1560
份 产 品 ，销 售 金 额 35368
元。每销售1单，提取1-5元
不等作为扶贫基金。活动现
场，线下销售金额68356元。”

截止目前,通过京东商
城甘孜特色馆理塘土豆销
售量达 3 万余公斤。已实
现 110 余种农特产品在京
东超市、天猫商城等网上平
台销售，实现线上销售收入
700 余万元，带动贫困群众
增收效应凸显。

理塘县商务局局长黄祥
明说：“今年，将继续按照国
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工作要
求，加快推进理塘县农特产
品上行体系建设，大力发展
绿色产业，注重市场运作，在
线上进行销售，在线下进行
互动，把理塘的农副土特产
品放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
通过电子商务，带动精准扶
贫，带动老百姓增收。”

理塘电商带动精准脱贫

小小羊肚菌 托起致富梦

春暖花开，万物竞生。泸定县塘坊村
320亩的羊肚菌大棚，一望无际，气势宏伟。
在平整湿润的菌田中，一个个小伞般的蘑菇
从泥土中钻出来，象牙白色的菌柄配上棕褐
色的菌盖特别显眼。

“羊肚菌特别娇贵，一定要设施化、精细
化、规模化管理。”付发均对正在忙碌的村民
强调羊肚菌“三化”栽培管理要点，提醒村民
做好整地、通风、微灌等每个环节。“你在管
理上打折扣，产量就会对你打折扣”。

部分村民正在采收羊肚菌，付发均笑逐
颜开：大一点的羊肚菌刚采完，小一点的又
长了出来，一茬接一茬，一直可以采收到4月
份。今年羊肚菌长势喜人，预计亩产鲜菇能
达到400斤，除去菌种、人工等成本，每亩可
增收2万元以上。

“以前，这里是一片河滩地，汛期来临，
大渡河水倒灌，这里几乎被水淹完，风调雨
顺的年景，仅能够种一季玉米，亩产值仅800
元，除去人工和生产投资，基本上没有收
入。这里的小地名也叫河心头，因为没有什
么收入，许多村民都放弃了耕种。精准扶贫
攻坚战启动以来，我们村委会就在思考如何
发展产业，我外出考察后，发现好多地方都
在发展羊肚菌，羊肚菌虽然前期投入大、风
险也很高，但收入也很可观，亩收入至少在
两万元以上。”付发均告诉记者，考察回来
后，付发均决定在村里发展羊肚菌产业。修
建大棚需要购买钢架、遮阳网等，加上土地
流转和民工工资，一亩钢架大棚的投资在
2.2万元左右。

于是，付发均联络了有经济实力的农
户，从村民手里流转了320亩，每亩流转费是
1300元，村民在大棚里务工，每天还有120元
的劳务费。

“我家流转费就有1万多元，老年人和妇
女在这里打工，还有工资。早晚和中午还能

够照顾家里。”村民徐福友十分开心，羊肚菌
实行规模化养殖，村民得到了实惠，土地流转
后，比自己种庄稼划算，旱涝保收，不担风险。

贫困户廖威流转了 3.6 亩，流转费就有
4000元，除了在大棚里打工，还可以到别的
地方打工，一年的收入还不错。

付发均告诉记者，为了带动更多的村民
加入发展羊肚菌产业，去年，他们试种了11
亩，烘干250多斤干菌，产值在30万元以上，
如此高的产值，提振了他和村民发展羊肚菌
产业的信心。

羊肚菌是一种珍稀食用菌品种,因其菌
盖表面凹凸不平、状如羊肚而得名。是一种
珍贵的食用菌和药用菌，其营养相当丰富，
不仅子囊菌中最著名的美味食菌，其菌盖部
分还含有异亮氨酸、赖氨酸、等7种人体必需
的氨基酸。近年来，羊肚菌市场价格基本稳
定，是羊肚菌产业发展最好的时期。

翻土、下种、施肥、喷水。从 2017 年 12
月下种，到现在采摘，估计4月底结束。“羊肚
菌的生长期在3个月左右，大棚温度不能超
过25摄氏度，只能在夜间喷水；如果老天爷
帮忙，今年我们村的羊肚菌产值在700万元
左右。”付发均看到长势喜人的羊肚菌，成竹
在胸。为了增加羊肚菌的收入，付发均等人
购买了一套烘干设备，产出的鲜菌可以烘干
后再出售。

在烘烤房，工人正在烘干羊肚菌。村民
朱太荣骑着摩托车拉来刚采摘的鲜菌，足有
40斤，忙碌了一上午，烘干后再交易，3000元
就到手了。望着水淋淋的鲜菌，朱太荣抑制
不住心中的喜悦：“我看到村里试种羊肚菌
成功了，而且有那么高的收益，我动心了，种
了7亩，菌种有保障，技术有州县农业部门支
撑，一年收入15万元以上，我家6口人，人均
收入已经超过了2万元。”朱太荣表示，种植
羊肚菌风险太大，一场大雪、一阵飓风，也许
就血本无回，所以村民都不敢轻易种植。

村支书李明琼家种植了17亩。“村干部

都不敢种植，怎么能够带动村民致富？按照
2万元一亩的收入，我家可以收入35万元。”
李明琼希望村民打消顾虑，要为卖而种，什
么产业赚钱就发展什么产业，毕竟依靠土地
流转和务工收入，不是长远之计。

做强羊肚菌产业 群众奔康有盼头

“去年，我们种了 10 亩，亩产 400 斤鲜
品，加之鲜菇价格稳定在60元左右，仅羊肚
菌的产值就有24万元。”泸定县田坝乡上松
村雪山食用菌种植基地负责人李守城介绍，
以前种玉米、蔬菜，每亩地年收入不到2000
元，现在除去所有成本纯收入上万元。

据州农科所副所长、研究员罗孝贵介
绍，近年来，我州已成功探索出羊肚菌净作，
羊肚菌与草莓、水果、油菜套作，羊肚菌与香
菇轮作等栽培模式，从而提高土地、设施利
用率，持续增加农民收入。

泸定县是全国野生羊肚菌主要产区之一，
是羊肚菌野生驯化和品种选育的重要场所。

泸定县脱贫攻坚办主任万俊蓉谈到羊
肚菌产业的发展历程，心里感慨万千，泸定
县通过激发群众脱贫奔康的内生动力，群众
的产业发展意识、市场经济意识被进一步激
发，产业发展势头迅猛。

2012年，通过省农科院和甘孜州的院州
合作项目，由州农科所引进羊肚菌在康定和
泸定实验种植。

2013年，泸定县种植羊肚菌10.7亩，涉及
全县 8个乡镇，当年，羊肚菌鲜菌产量最高达
376斤左右。成立泸定县羊肚菌种植协会，协
会于2015年6月获得羊肚菌有机食品认证。

2014 年，由州农科所争取项目资金，免
费提供羊肚菌菌种种苗，其它设施和麦粒袋
由农户自行解决，在泸定县进行大面积推广
种植。全县共种植羊肚菌293.24亩，涉及10
个乡镇，共63户，其中合作社11户，带动种
植户55户以上。

2015年，泸定县按照州羊肚菌种植项目
要求，全部建设钢架大棚，且相对连片。当
年泸定县（含海管局）共种植羊肚菌面积
1600亩。测得平均每亩产值7500元。

2016年，由县扶贫移民局组织实施羊肚
菌项目，县农牧科技和供销合作局进行技术
指导，全县共种植羊肚菌1600亩，种植户137
户，其中合作社16个，公司2个，以平均亩产
量250斤计算，亩收入12500元。

2017年，泸定县建成羊肚菌基地3650亩
（其中新建 2600 亩），项目辐射带动 2043 户
6866人。基地建成后，次年开始投产，平均
亩产200公斤，4000亩基地总产量达80万公
斤，每公斤销售价格按 100 元计算，年产值
8000万元，实现基地建设区年户均销售收入
预计6100元，人均销售收入预计1820元。

泸定县充分发挥羊肚菌种植协会的组织
作用，带动合作社成员进行科学种植，全程技
术指导，落实产品营销，形成完整的协会+公
司+基地+农户的种植营销体系。为带动全
县特色农业产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和打造全
州大渡河流域羊肚菌产业示范带以及助推泸
定县脱贫奔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据罗孝贵介绍，通过 5 年试验和推广，
2016年全州推广种植羊肚菌3400亩，实现产
值7140万左右，助农增收3000万元以上。

据了解，在“十三五”期间，我州将引进
龙头企业，规划发展羊肚菌基地3.5万亩，打
造大渡河流域“菌王谷”。目前我州已引进
四川金康源农业公司及其合作伙伴北京首
农集团等龙头企业开发羊肚菌产业，同时，
四川省也将甘孜州羊肚菌作为农业产业科
技创新PPP项目向国家发改委申报试点，做
大做强羊肚菌产业，带动群众脱贫增收。

“河心头”长出“黄金菌”
阳春三月，泸定县大渡河畔已是桃李芬

芳，生机盎然。在大棚里，羊肚菌开始从一片
片肥沃的土地里争先恐后探出了“头”。

3 月 12 日上午，春雨洗净的空气里散发
着泥土的清香,记者来到泸定县泸桥镇塘坊
村的羊肚菌大棚，看到村民们正在在大棚里
捡麦粒袋。村主任付发均看着一朵朵破土
而出的小菌头，喜悦在脸上洋溢，眼睛眯成
了一条缝，看来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这几
天，羊肚菌已经陆续上市了，我们公司购买
了烘干设备，已经烘干了200多斤羊肚菌，干
菌 的 价 格 是 500——700 元 一 斤 ，鲜 菌 是
50——80 元，大约 8 斤鲜菌能够晒一斤干
菌，卖干菌更划算。”付发均指着大棚里长势
较好的羊肚菌告诉记者，羊肚菌丰收后，今
年可望收回所有的投资。

■本报记者 田杰 马建华 文/图

记者在基层●●访民生

■本报记者 马建华

产业是脱贫之基、强县之本、致富之
源。产业扶贫是脱贫的必由之路。没有产
业发展带动，很难脱贫；缺乏产业支撑，脱贫
难以持续。给钱给物只能是救急解渴，兴办
产业才能开流活源。产业扶贫，必须坚持把
建档立卡贫困群众固化在产业链上，注重激
发贫困户内生动力，注重引进和培育市场主
体，注重构建利益联结机制，才能确保贫困
群众通过产业发展实现长久稳定脱贫。思
路决定行动，思想认识的高度往往决定工作
推进的力度。在产业扶贫工作中，甘孜州首
先从思想上“拔穷根”，唤醒建档立卡贫困群
众的进取意识、市场意识和主体意识，进一
步坚定信心决心，激发勇气斗志，催生内生
动力，确保产业扶贫方向正确、行动得力。
扶志是产业扶贫的前提。目前，“思想贫困”
的问题在甘孜州农牧区还十分突出，相当一
部分贫困群众精神动力不足、思想观念落

后，“等、靠、要”和“依赖、依靠、依附”思想严
重，指望“吃低保、靠救济”，抢戴“贫困帽”等
等。因此，甘孜州加大教育引导力度，加大

“摘帽不摘政策”的宣传力度，加大农村文化
教育培训力度 , 引导贫困群众树立“贫穷可
耻、致富光荣”的理念，变“要我脱贫”为“我
要脱贫”，变“人人争当贫困户”为“人人争当
富裕户”。

甘孜州党委政府深刻理解“产业 +扶
贫”的深刻内涵，充分发挥产业对贫困户脱
贫增收的带动作用，确保贫困户有长期稳定
的收益，避免扶农不扶贫、产业不带贫。

2017年，甘孜各族群众自信地走在脱贫
奔康的道路上，啃下一个又一个“硬骨头”，
脱贫攻坚实现再战再胜；甘孜州千方百计育
龙头、建基地、搞加工、创品牌，累计引进培
育涉农企业142户、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6796个、建成特色农林产业基地167万亩、登
记认证“三品一标”农特产品175个，首次实
现蔬菜供港直销。全力保障粮食安全，落实

“菜篮子”州长负责制，粮食生产连续十年丰
收。编制完成全省首个市（州）级中藏医药
产业规划，种植中藏药材5.6万亩，生产制剂
193吨，藏医药服务增量提质。培育发展文
化企业 28 户、个体经营单位 560 户，全面建
成亚丁非遗主题社区、香格里拉演艺中心，
成功举办康定情歌音乐节等文化节庆活动
13场，《康定情歌》对外巡演，《亚丁·三怙主》
实现驻场商演。

深秋时节，记者穿梭在甘孜高原的农村
牧区，到处都是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蔬菜
大棚里绿意更浓，果园里硕果飘香，养殖基
地猪羊、牦牛肥美，辛勤劳作的农牧民脸上
洋溢着收获的喜悦……这一幅幅美丽的乡
村写实风景画，是甘孜藏区推进现代生态农
业、实现产业富民的一个个缩影。

扎溪卡草原开出致富花
“大家中午1点到镇政府院坝集合，我们

的合作社今天要分红啦！”日前，石渠县虾扎
镇各村村支部书记通知村民领取分红的消
息，犹如一缕和煦的阳光一扫连日来大雪纷
飞的阴霾。

2016年3月，石渠县虾扎镇腾吉合作社
以虾扎镇村民自愿出资的形式成立，成立之
初，该镇经过征集村民意见、集体讨论研究，
确定了以该镇优势产业畜牧业为龙头，以特
色手工业为辅助，加以便民为主的半公益化
超市的三大产业合作化经营模式。同时，为
克服缺乏经营经验的问题，该镇选举了9名
致富能手成立理事会，负责协商处理大小事
务。经过一年的发展，腾吉合作社现已拥有

“腾吉乳业”“腾吉超市”“腾吉缝纫”三大产
品线，实现净利润212万余元。

中午时分，刚吃完午饭的社员们喜气洋
洋地来到通知的地点，大家三五成群谈笑风

生地等待分红大会的召开。“感谢党委政府、
感谢合作社，不但解决了我的工作，还这么
快就见到了收益。”虾扎一村的白玛康珠激
动地说，体弱多病的她独自一人操持着一家
老小的衣、食、住、行，唯一的收入就是依靠
政府的惠民资金，是镇上有名的“困难户”。
精准扶贫工作启动后，白玛康珠被纳入建档
立卡贫困户，合作社成立后，镇上便安排白
玛康珠进入合作社务工，除每月2000元的工
资收入外，还能依靠劳务分红获取收益。

“如今，不仅靠自己劳动有收入，还有国
家政策帮扶，我们一家的生活不用愁了。”白
玛康珠笑着说，“像我这样的合作社员工共
有24个，都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合作社为我
们提供了生产、经营、销售等环节的多个就
业岗位，使我们能够多渠道增加收入，目前
合作社经营已成规模，我们的收入也将随之
水涨船高。”

不一会，院内已聚满了前来参加分红大
会的群众。“‘腾吉’在藏语中意为团结和睦、
共同奔康，所以我们将合作社命名为腾吉合
作社，1年来，全镇人民共同努力就如同‘腾
吉’的寓意那样，初步达成了我们成立合作
社之初的愿望。”虾扎镇党委书记土登颜批
声如洪钟地说。

“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们在这里成立了
合作社，说真心话，合作社能不能发展壮大，
我们几个理事和大家的心情一样，我们感到
诚惶诚恐，内心十分忐忑不安，唯恐辜负了
大家的信任。今天，就是我们向全体社员交
答卷的时候了。摆在桌子上的一大堆钱都
是属于所有社员的，希望全体社员要坚定信
心，新时代开启新征程，我们要让草原遍地
生黄金，要让扎溪卡草原结出富裕的果实
来。”合作社理事长尼玛向全体社员道出了
合作社9名理事的共同心声。（未完待续）

春暖高原

村民分红现场。

付发均（右一）向县脱贫攻坚办负责人介绍羊肚菌种植情况。

玛吉阿米花园农庄产的小番茄。

精准扶贫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