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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济 随 笔

“今天你们看了吗？道
孚鲜峡黑木耳在京东众筹第
10天已超过50000元的定
单目标了。”今年6月10日，
甲斯孔乡泽珠村支部书记一
大早就跑到乡政府报喜。

道孚鲜峡黑木耳产于
海拔4000米的道孚县甲斯
孔乡，以青杠椴木作为母
体，植入木耳种后沉于鲜水
河河岸，孕育出不同于山外
的上等黑木耳，清香甜脆，
天然有营养，一经推出就受
到线上线下消费者的热捧，
巴登也成了当地家喻户晓
的脱贫带头人。

黑木耳棒子上的希望
千锤百炼 开辟致富路

甲斯孔乡地处道孚县西南部，系道孚县
鲜水河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核心地带，距离
县城65公里，全乡共9个行政村440户2400
人，其中有泽珠村、文宫村等贫困村 6 个，建
档立卡贫困户127户656人。

巴登作为泽珠村的老支书，一直想找到一
条能带领大家脱贫致富的路子。在一次偶然的
机会，他认识了一位来自成都的游客，在与游客
的聊天中,他的一句话让巴登印象十分深刻，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保健品
和绿色食品要求的呼声越来越高，消费趋向于
营养型和健康型。因此黑木耳食用菌已成为一
种消费的时尚，特别是丰富的营养及保健功能
早已成为多数人的认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
巴登从那时开始试种木耳，起初他用过枯枝、枯
叶包、腐蚀肥等试种，要么根本不出菌，要么冒
个盖就不长了，这样在家里一遍一遍重复种植，
直到2013年，他几经查阅书籍，又向县农牧局

取经、当年用青杠椴木棒成功种植出新鲜湿耳
198斤，嗮后有24斤，以干耳每斤400元的市价
卖得9600元。

2014年，精准脱贫的号子吹响中华大地，
巴登老支书乘着这股东风，向县里、乡里呈报
了木耳种植的申请，得到县党委政府的高度重
视，当年即投入资金100万元启动了鲜峡黑木
耳的种植项目，在泽珠村试种20亩，并完成外
包装设计、制作，品牌的申报；2015年将种植
面积扩展到古拥村和卡美村共种45亩，同年
完成鲜冻保存鲜峡野生松茸的包装、销售；
2016年，随着“鲜水河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
的设立，甲斯孔乡成立生态农业农民合作社，
将黑木耳种植推广到全乡9个行政村,实现年
产值60多万元，全乡人均增收200余元；去年
年产值120万元，全乡人均增收500元；今年，
全县完成种植260亩，预计共收入40万棒实
现150万元的产值。

授人以渔 掌握一技之长
“木屑菌种要塞满穴，外加比接种穴直径

大 2 毫米的树皮盖，盖平、盖紧，以防菌种干
燥....”州农科所的王技师左手拿着一根青杠
椴木，右手指着菌孔认真地给曲拥降初讲着
接种的技巧。

曲拥降初是文宫村的贫困户之一，五年
前，大女儿的一场大病让这个原本温馨的家
庭罩上了浓浓的愁云。2016 年，乡政府将他
作为特殊照顾家庭，让他在自家院内种植 5
亩黑木耳。州里派技术员来村里举办种植培
训会，曲拥降初因要照顾女儿没能到培训会

现场。作为甲斯孔乡生态农业农民合作社主
要成员的巴登不想落下一个人，培训会结束
后，他带着王技师到曲拥降初家“开小灶”。

“乡上帮我在成都市联系结核病医院给
大女儿治病，报销了90%的医疗费，还让我在
家种黑木耳，特别是巴登，每个星期都来帮我
看，每次都告诉我黑木耳的变化，看到木头棒
子上的木耳冒头，心里美滋滋的。”说到这里，
曲拥降初过来拉着扶贫干部的手不停地说：

“感谢党委政府，卡助（谢谢），卡助（谢谢），让
我们过上好日子...”。

2017年，鲜峡黑木耳成功入驻郫都区援藏
队在郫都区开设的4处直营店；同年乡政府完
成道孚鲜峡黑木耳的QS认证，建成乡级电商平
台，今年与京东商城合作，成功完成众筹即将上
架；与此同时，巴登也没闲着，跟着乡干部带着
道孚鲜峡黑木耳辗转在西博会、农博会、广东省
农产品展销会等展会上亮相，吸引了各地投资

商和消费者对鲜峡黑木耳的关注和青睐。
据悉，去年甲斯孔乡与上海投资方成立

道孚县鲜峡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甲斯
孔乡生态农业农民合作社+资源，以49%的股
份成为鲜峡公司的股东。巴登告诉笔者，相信
在县、乡、村、户四级的共同努力下，木耳棒
子，让更多的村民走上致富之路。

齐心协力 铺就小康路

经 济 资 讯

我州省级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已达70个
甘孜日报讯 笔者日前从州农牧供销合

作局获悉，近年来，我州坚持发展与规范并
举，数量与质量并重的发展思路，按照“积极
发展，逐步规范，强化扶持，提升素质”的要
求，省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发展壮大。

严把审批关。层层把关，杜绝“空壳”合作
社和“空壳”家庭农场；着力建立健全各项规
章制度，完善利益分配机制，强化财务管理，
切实加强对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的动态管理和
监督，促进合作社和家庭农场规范有序发展。

加大扶持力度。对发展前景好的合作社
和家庭农场，按照“六大政策奖补”给予奖励
和项目的支持，鼓励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做大
做强。

加强培训和指导合作社、家庭农场规范
运作，开展示范合作社和示范家庭农场创建
活动，树立一批可学可比的样板合作社和家
庭农场。

据了解，今年在康定、泸定、丹巴等县
（市）评定了省级示范社11个；在康定、泸定、
九龙等县（市）评定了省级示范场11家。目前
全州累计培育省级示范社46个，省级示范场
24家，扩大了在不同产业领域的先进典型和
示范样板，助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范发展。

杨琦

甘孜日报讯 进入夏季旅游接待旺季以
来，海螺沟景区将旅游服务质量当作体现务实
工作作风，回应游客需求的总抓手，多措并举，
提高游客体验满意度，巩固旅游品牌成果。

坚持问题导向，完善考评机制。聚焦旅
游接待中景区管理机制存在的突出问题，采
取有针对性的举措，一方面发扬钉钉子精
神，加强从业人员意识提升，增强基础保障
和机制保障，另一方面在细化景区从业人员
考评机制的同时,还引入多种服务考评标
准，责任到人、明确奖惩,切实解决旅游服务
中存在的问题，提高景区服务从业人员的主
动性和积极性；景区部门协作、创新工作方
式。利用现代通信工具，建立海螺沟旅游运
营指挥调度群，加强对景区内外旅游市场秩
序监管和旅游从业人员在岗服务情况督查，
实现景区涉旅单位、企业多方参与协作，建
立从发现问题到处理问题的有效处理机制，
实现政府主导、企业参与、监管到位、一把手
负责的工作格局；强化日常管理，提升服务
质效。切实做好景区范围内的治安巡逻、道
路交通、设备运行、日常维护、信息发布等日
常管理工作，营造了一个舒适、安全的旅游
接待环境，在增强广大游客和景区群众获得
感的同时，更好地展现新时代海螺沟景区的
发展温度。

海管局中心报道组

甘孜日报讯 8月17日，康定市举行招商
引资推介会暨项目签约仪式，来自广东、成
都、都江堰以及州、市120家企业参加，此次
招商引资签约资金为9.96亿元。

据介绍，该市牢牢把握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机遇，利用高速通车后到成都只需要 3
小时车程的有利条件，立足“成都后花园，康
养加休闲”的产业发展定位，举全市之力结合

“七星拱月”战略布局，梳理出旅游资源、城市
开发、农畜牧特色产业开发、园区建设等四大
类推介项目，即：姑咱镇+鱼通乡康养休闲小
镇“一核”预计投资6亿元，野坝水上娱乐休
闲综合体“乐园”预计投资7亿元、三合乡二

指尖藏花刺绣坊“绣园”预计投资7000万
元、姑咱镇鸳鸯坝中藏医药康养基地“药园”
预计投资8亿元、麦崩乡为舍土司官寨群“官
园”预计投资8000万元、大渡河果蔬观光农
业“果园”预计投资8000万元、孔玉乡色龙村
汉白玉艺术园“玉园”预计投资1.2亿元、建设
姑咱文创园“文园”预计投资1.2亿元。

市委中心报道组 张璟

得荣县乡村环境
卫生面貌大改观
甘孜日报讯 在创卫和乡村环境集中整

治中，得荣县坚持“三个到位”，上下联合行动，
全方位进行整治，环境卫生面貌大为改观。

宣传动员到位。通过悬挂横幅、制作宣传
栏、发放宣传资料、教育手册等形式，大力构
建遵纪守法、乡风淳朴、社会和谐的乡村环
境，通过干部夜校、村民大会教育引导群众改
变陈规陋习、养成良好习惯，实现村容村貌和
村风民风双提升；整治措施到位。制定村规民
约、卫生监督制度，实行门前五包等措施，长
效开展违法乱建、垃圾乱倒、牲畜乱放集中整
治，推进乡村环境综合治理；经费保障到位。
以城乡环境提升和乡村振兴战略为契机，积
极落实城乡环境综合治理专项经费56万元，
有效保障了乡村垃圾“扫得起来，运得出去，
处理得掉”。同时，开发贫困村环境综合管理、
保洁绿化、公共设施维护等公益性岗位 541
个，新增农村垃圾桶596个，农村生活垃圾收
集转运设施设备项目覆盖73个行政村，组建
了相对稳定精干的专业保洁员队伍，有效解
决了各乡村“脏乱差”和公共服务设施无人管
理维护的突出问题。

本报记者

康定举行招商引资推介会
揽金9.96亿元

海螺沟景区
提高游客体验满意度

1998年9月，我省全面停止了天然林资源
采伐，炉霍县川西苗木基地开启新征程，在全力
服务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工程“两大生态建设
工程”中，展开新一轮建设和转型，苗木基地加
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加快人才培训，苗圃设施向
规范化、集约化发展，育苗品种由单一的云杉、
冷杉发展为杨树、变叶海棠、沙棘、柳树等多品
种培育，与省林科院协作攻关变叶海棠良种培
育和示范基地建设，年育各类成品苗 100 至
150万株，为两大工程及雪域俄色产业发展提
供了可靠的苗木基础。

近年来，该县积极投身大规模绿化甘孜行
动，大力实施“山植树、路种花、河变湖”林业
重点工程，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发展理念，着力构建“山顶戴帽子、山腰挣票
子、山下饱肚子”的立体生态格局，该县川西苗
木基地通过和省、州林科院所、四川农业大学
等合作，通过校、州院、县合作项目，加大绿化
苗木、特殊生态建设苗木的培育力度，新增外
来的红叶李、黄金柳、西藏拐柳、本地山桃、山
杏、甘孜柳、野刺玫瑰等绿化品种的培育，确保
出圃苗木成活率。

20 年来，苗圃针对不同立地类型造林模
式、林种、树种选择以及应采取的技术措施进行
探讨和研究，及时解决工程建设中的技术问题；
建立引种试验、良种繁育科技园，适时开展技术
培训，应用大棚育苗、高海拔造林更新、病虫害
防治等技术解决了高寒地区育苗难题，有效预
防了林业有害生物的入侵，为森林安全提供了
技术保障。20年来，该县川西苗木基地先后被
国家林业局、甘孜州人民政府授予“全国标准化
苗圃”、“甘孜州中心苗圃”称号，积累了实施大
型良种繁育和林业工程项目的组织管理经验。
每年培育苗木数量达到100-200万株，为我州
高原生态脆弱区、沙化治理工程治理、湿地和自
然保护区植被恢复、城乡绿化等项目工程提供
了大量优质苗木。

植树造林，苗木是基础，培育乡土优质品种
尤为重要。该县环林局负责人多吉信心满满地
告诉记者，该县川西苗木基地紧紧围绕全面加
快林业发展和林业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求，遵
循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建设优质、高产、高效现
代设施林业为重点，以科技含量高、科技成果转
化率高、综合经济效益高的“三高”为先导和新
设施、新品种、新技术、新机制“四新”的基本思
路，开展现代设施苗木生产基地建设，将成熟技
术组装配套，提高苗木生产水平，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形成规模效益，打造我省川西高原苗木生
产基地的展示中心和示范样板，有力推进我省
川西高原区林业的产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现
代化发展进程，为林业生态建设、美化城乡环
境，提供品质优良、数量充足的种苗和高效合理
的配套技术与样板苗圃，为建设美丽生态和谐
小康甘孜作出更大的贡献。

漫步炉霍县川西苗木基地苗圃，一株株幼
苗满目葱茏，一片片格桑花、菊花，花香满园，作
为天然林保护和退耕还林的基础工程，川西苗
木基地站在了新的起点上，绿化全州，绿化炉
霍，县林业人不忘初心再出发。

粉色和白色的格桑花在秋日阳光的照耀下，格外艳丽，一簇簇争奇斗

艳，川西云杉、俄色树苗、山杏、变叶海棠、金枝槐、红叶李……绿色满园，记者走

进炉霍县川西苗木基地中心分圃，仿佛走进了一片植物王国，天然林保护工程

实施20年来，苗圃职工用辛勤的汗水浇灌了一批又一批树苗，由川西苗木基地

培育的3000多万株幼苗，从这里起运，扮美了甘孜州、阿坝州、西藏、青海的山

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苗圃职工精心呵护一株株幼苗成长，植下一片绿，绿

了山川、美了家园。

8月18日，夕阳西下，落日余晖洒遍炉霍县
环林局所属川西苗木基地的每一个角落。

苗圃职工卓玛拉姆正在和工友们一道清除
川西云杉基地里的杂草，管护川西云杉幼苗可
是个精细活，除草、病虫害防治、浇水，一道工序
都不能少，云杉生长周期漫长，至少需要5年以
上才能出圃。阴雨持续了将近两个月，杂草迅速
蔓延，往往前一轮除草还没有结束，最先除草的
部分又长出了杂草，工作量特别大。

“我们一个职工要管护3亩苗木，大约是15
万珠左右，由于工作量大，又不能让苗圃荒芜，
我们只有从工资里面拿出一部分请当地的农民
帮助除草，一天要给70元的劳务费。”大汗淋漓
的卓玛拉姆边除草，边告诉记者。

卓玛拉姆1996年参加工作便在川西苗木
基地中心分圃上班，每天黎明时分，她就要到自
己管辖的基地劳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面对
枯燥繁重的工作，她毫无怨言。

在苗圃基地，记者见到正在挥汗如雨除草的
朱巴乡贫困户四郎拉姆母女。她的女儿是聋哑人，因
为没有一技之长，打工找不到门路，家里经济十分困
难。苗圃需要人手，她就带着女儿到苗圃来打工，一
年能够通过在苗圃务工增加1万多元的收入。

60 多岁的呷瓦家住洛秋乡，几年前才从
高山上移民到乡政府驻地，因年老体弱，家里除
了国家惠民政策补贴，没有其它经济收入。苗圃
请他守大门，除此之外，他还参加苗圃大田灌
水、除草、施肥、移苗等工作，一年有1.8万元的
收入。有了固定的收入，他把老伴接到县城，每
月花300元租了一间简陋的住房，他通过勤劳
的双手，解决了夫妻俩的基本生活问题。

“我们苗圃在农忙时，解决了部分建档立卡
贫困户的就业，每年在起苗、播种时，大约需要
80个民工，可提供3000多个工日，让当地群众
能够就地挣钱。”川西苗木基地中心分圃站长洛
绒翁姆告诉记者。

该县环境保护和林业局总工王庆勇介绍说，
炉霍县川西苗木基地（原炉霍县中心苗圃），有两
个分圃，即中心分圃和俄日分圃，分别位于炉霍县
新都镇色德龙村和俄日村，现有总面积300余亩，
可育苗地面积180余亩。苗圃始建于1981年。40
年前，为了顺应大规模木材采伐时期大面积采伐
迹地更新需要，按“以营林为基础，普遍护林、大力
造林”的林业指导方针，从森工企业抽调技术人员
和地方小采企业组建而成，在当时苗圃设施简陋，
技术单一的情况下，培育了高原适生的本地苗木
品种川西云杉、冷杉。年产量达到20余万株，基本
满足了炉霍本县采伐迹地更新造林苗木的需要，
为更新跟上采伐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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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苗圃基地务工的炉霍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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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进行时
有调查机构统计显示，我国家庭杠杆率近年

来逐年攀升，2006～2016 年杠杆率从 11%上升至
45%，2017年底更达到50%上下，10年间增长3倍。
这一债务累积速度令人担忧。喜欢存钱、害怕欠债、
谨慎消费，这是老一辈国人的理财观念。但随着收
入水平的提高，资产增值速度过快，年轻人特别是
90后，比从前更愿意消费和贷款了。不负债太傻，
不负债落后，负债化生存才够现代和时尚。时髦的
生活紧紧地把负债捆在了一起。住房贷款、汽车贷
款、教育贷款、信用卡消费……个人负债、家庭负债
已经与我们的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家庭债务越来越多，确实让很多家庭现代化
生活锦上添花，提前享受到了本不该享受到的，提
升了民众的幸福指数。但负债背后隐藏着巨大的
风险，特别是在有的家庭遇到危机时会落井下石。
譬如：假如房价不再上升，反而下跌，那这些贷款
购房者不但亏了老本，还要承担贷款的高额利息，
而且要定期还贷。

在现代经济社会中，负债虽然不可避免，但可
以合理利用，关键就是如何把握一个度。家庭负债
的目的是为了提升家庭生活质量，如果因为负债的
压力而不得不降低了生活质量，损伤了家庭生活的
幸福指数，则是得不偿失的。所以，负债必须要在可
控范围之内，不能影响到家庭生活质量。虽然有关
专家提出，一般家庭的负债比率不应超过50%，但
最好还是低一些，不然，如果负债总量超过了这个
标准，势必会给家庭带来或多或少的偿债压力，背
负沉重债务的家庭也就很难幸福地生活。

家庭是社会的最基础单元，也是社会的细胞，
过高的家庭负债风险不只是破坏单个家庭的幸
福，而且由于负债家庭数量的激增会影响到一个
国家整体的经济结构。随着家庭债务越来越高，中
国家庭的储蓄和收入增速在不断下降，会进一步
影响居民消费，从而给中国实体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带来挑战，会拖累宏观经济，进一步增加宏观调
控难度。同时，由于居民杠杆率快速上升主要集中
在房地产领域，有引发房地产泡沫的隐忧。因此，
有关部门应对“家庭债务风险”保持高度警惕。不
论是在宏观政策还是微观监管方面，都要多方位
提前筹划，缓释风险。同时，必须建立明确的机制，
严格控制家庭负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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