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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日报讯 秋冬之际，正
是一年蜂蜜采收之时。趁着好
天气，巴塘县中心绒乡村民格
绒翁堆正忙着采收蜂蜜。“一个
蜂箱就能取蜜12斤左右，能卖
1000 多块钱呢。”这是格绒翁
堆养殖中蜂的第一个年头，作
为养蜂新手，格绒翁堆初尝蜂
蜜带来的“甜头”。

巴塘县地处川、滇、藏结合
部，生态良好，环境优美，自古
就有养殖中蜂的传统。农牧民
在种植上至今仍然没有使用农
药化肥的习惯，这就确保了蜜
源的原生态，为高质量野生蜂
蜜提供了保障。

目 前 ，巴 塘 县 已 在 中 心
绒、昌波、地巫 3 乡，打造形成
了以中蜂为支柱的产业区，扶
持成立养蜂合作社 5 家，蜂
产品加工销售企业 2 家，1045
户 养 殖 户 共 养 殖 中 蜂 8040
桶 ，年 产 量 8300 余 斤 ，产 值
330 余万元，户均增收 1500 元
以 上 ，实 现 减 贫 324 户 2165
人。为确保养殖技术提升，该
县还聘请了国家中华蜂遗传
资源保护机构和 3 千米甜中
蜂企业的专业技术人员实地
开展技能培训和指导。

谈及未来的日子，格绒翁

堆充满自信：“我是安心做个
‘养蜂人’了。以前怕自己没资
金、没技术养不好，养出来也怕
没销路，但现在完全不用担心，
政府大力支持我们，资金上有
帮扶、技术上有培训、销路上有
安排，完全没有后顾之忧，现在
我们都是放手大胆去干！”

近年来，巴塘县立足自身
县情，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做好
产业布局，坚持“北旅中农南
水”的发展战略和“果蔬肉药
蜜”五大产业发展布局，整合涉
农资金3000余万元，用于传统
产业发展，先后建成了莫多苹
果、昌波藏猪藏鸡、中心绒中
蜂、党巴雪菊、甲英核桃、中咱
毛桃、苏哇龙酸石榴、南区海椒
等基地数万亩，辐射带动全县
61 个摘帽贫困村 2000 余户发
展产业脱贫，致富奔康。

在做好产业基地的同时，
该县还立足品牌塑造，着力打
造好涵盖45个品类的“五彩藏
乡”产品，已成功申报巴塘苹
果、巴塘核桃、巴塘南区海椒等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3个，熠祥核
桃油省级名牌产品 1 个，3180
矿泉水、雪菊、苹果等省级扶贫
商标产品6个。

县融媒体中心 杨丹

甘孜日报讯“以前靠上山
挖虫草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一
年收入不到8000元，自从村里
成立了银多村畜牧业发展牧民
专业合作社，我在家门口实现
了就业，每月有4000多元的收
入，照这样下去，我不仅能摘掉

‘穷帽子’，还有奔康的希望
了。”12 月 1 日，甘孜县茶扎乡
银多村贫困户格绒激动地说。

据了解，目前，甘孜县茶扎
乡已脱贫 262 户 1081 人，未脱
贫 25 户 111 人，贫困发生率降
至2.5%，4个贫困村全部出列。
据县扶贫开发局负责人介绍，

“斩断穷根，稳定增收，最关键
的就是抓好产业带动就业，这
也是脱贫攻坚实现吃穿不愁最
实在、最长远的举措。因此，我
们抓住脱贫攻坚政策机遇，进
一步确定了‘产业+就业’‘产业
带动就业’的发展思路，加快了

‘大中小’产业发展，着力推进
就业创业。”

抓好“大产业”，甘孜县着
眼格萨尔机场通航，投资6.5个
亿，建成格萨尔百村产业基地，
302 家商户已成功签约入驻经
营，为 129 个贫困村带来每年
1100 余万元的直接收入。抓
实“中产业”，积极引进龙头企

业，建成康北牦牛产业园，加快
推进青稞产业园建设，积极探
索“产业园区+村级专合组织+
集体经济+贫困群众”产业发展
模式，促进群众增收。抓牢“小
产业”，在农牧区按照“基地+农
户”和“集体牧场+牧户”的方
式，推进特色农业生产基地和
现代集体牧场建设，示范带动
户均增1000-2000元。发放非
贫困村贫困户产业扶持金 590
万元，积极落实扶贫小额信贷
政策，扶贫贷款2981户7578万
元，切实帮助贫困群众解决发
展种植、养殖、加工等方面资金
短缺的难题。与此同时，我县开
发保洁员、护林员、巡河员等就
业扶贫公益性岗位6612个，优
先安置有就业意愿和能力的贫
困群众，通过对口帮扶、项目建
设等平台加大劳动力转移，实
现就业人数达1500人。

“我们还结合贫困户实际因
户施策、精准帮扶拓宽了致富路
子，通过抓好产业带动就业，为
全县3306贫困户15368名贫困
群众脱贫增收谋出路，实现了建
档立卡贫困户产业扶贫全覆盖
和持续稳定增收的目标。”甘孜
县委相关负责人如是说。

县融媒体中心 王永霞 朱毅

巴塘县

加力发展特色产业
整合涉农资金3000余万元

甘孜县

抓实产业带动就业
1500人成功实现就业

甘孜日报讯 笔者从炉霍
县扶贫开发局获悉，五年来炉
霍县整合各类资金累计投入
38.4 亿元，全力推进“五个一
批”“22 个专项扶贫”统筹推进
贫困村（户）、非贫困村（户）路、
水、电、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完
成100%，全面补齐脱贫攻坚基
础短板，大力改善贫困群众生
产生活条件。

抓实道路交通建设。投入
资金 10 亿元，建成 134 公里通
乡油路、1142 公里通村公路；
198公里安保工程及21座桥梁
1219延、76个水毁修复整治工
程、147个村打捆建成的村级级
招呼站等，保障群众出行便捷
安全。

抓实安全饮水建设。投入
资金 1.9 亿元，铺设饮水管道

681千米，确保所有农户安全饮
水质量100%全面达标。

抓实安全用电建设。投入
资金1.6亿元，新改建低压线路
400 千米，改造及新增变压器
137台，改造户表4551户，全县
所有贫困村通电率100%。

抓实群众安全住房建设。投
入资金1.8亿元，实施藏区新居

（危房改造）建设1100余户，五改
三建4148户，新建入户硬化路
242公里。投入9209万元，完成
易地扶贫搬迁411户1672人，实
现住房安全全覆盖率达100%。

抓实通信网络和户户通建
设。投入资金3768万元推进88
个贫困村4G基站建设，村村通
宽带、户户通广播电视，实现贫
困村通讯网络覆盖率达100%。

杨琦 亚玛里初

炉霍县

补齐脱贫攻坚短板
累计投入资金38.4亿元

精准扶贫进行时

践“四力”走基层

11月30日中午，当笔者来到道孚县
瓦日乡鲁村村民俄支降泽家时，屋里满
是厨房里高压锅内排骨炖萝卜的香气，
另一旁的锅里还翻炒着白菜牛肉。15分
钟后，一家人拉着笔者围坐一起，吃起了
香喷喷的午餐。“以前根本吃不到这么新
鲜的萝卜和白菜，这都多亏了村里的菜
园哦。”俄支降泽抹抹嘴高兴地说。

鲁村距道孚县城 23 公里，全村 33
户 172 人。鲜水河流经村上，造就了河
流冲积平原，村民常年以种植青稞为
主，夏天家家户户房前屋后的菜园能自
给自足，但到了冬天，村民们就得经常
搭车或者骑摩托车到县城购买蔬菜，为
了节约成本，村民们会买足一两周的蔬
菜囤放在家里，要是有时因忙没时间去
县城买菜，家里就经常吃土豆和糌粑。

如何才能让村民在冬天也能吃上
新鲜蔬菜？村两委在与第一书记多次讨
论沟通下，打算发展蔬菜大棚种植。
2016年12月，经过群众大会的集体讨
论，村两委在瓦日乡党委政府及县扶贫
移民局的帮助下计划在村集体土地上
搭建蔬菜大棚，经过 4 个月的努力，

2017年4月六个蔬菜大棚搭建完成。当
年8月第一批种植的白菜下种，村上两
户人家组成1个小组，每四天到大棚进
行浇水、除草、收割等田间管理工作，经
过近 50 天的努力，第一批出产的 200
斤左右白菜成熟了，村两委将白菜分发

到了每一户村民。
有了第一次种植成功的经验，村民

们种植积极性高涨，在农技员悉心指导
下，村民们分批次种下了萝卜、莲白、小
白菜、生菜、辣椒、西红柿等十余个不同
品种的蔬菜，村民们轮流细心照料着蔬

菜，还不时地来查看蔬菜的生长情况，
看着蔬菜在温室大棚中拔节生长，村民
们喜上眉梢。随着种植技术的熟练和经
验的积累，夏天家家户户有了更多的蔬
菜，冬天借着河谷温暖的气候，村民基
本上每个月都会从大棚领取蔬菜回家。

刚从蔬菜大棚里拿着萝卜、白菜回
家的村民四郎志玛脸上笑开了花，她
说：“以前买菜要去县城，经常吃陈菜，
现在可以在家门口吃上新鲜的蔬菜，家
里的老人、娃娃身体营养也能跟上，节
约了很多时间和钱”。

而一旁正在大棚收割蔬菜的村民
便巴则说，以前觉得弄个蔬菜大棚是个
很难的事情，需要很强的技术，自己没有
文化肯定学不会，没想到在农技员手把
手地教导下，自己也学会了蔬菜种植技
术，不仅吃上新鲜蔬菜，还能增加收入。

第一书记甲本吾热降泽介绍说，自
2017 年 11 月收割分发了第一批蔬菜
后，仅此项将为村民每年节约700元的
开支，同时有效推广了科学种植技术，
为今后扩大种植规模、进一步转变发展
观念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鲁村告别“吃菜难”

“不知道我们的饭菜是否合你
们的胃口？生活上有什么需要，请
尽管给我们说，我们一定改进。”11
月22日，得荣县瓦卡镇阿村云墅客
栈老板洛绒益西热情地招呼着来
自广州的游客朱先生一行。

朱先生对客栈提供的各项服
务比较满意，表示今后还要带朋友
来。忙完应酬，洛绒益西坐在靠窗
的卡座上，望着窗外缓缓流淌的金
沙江水，向记者讲述他的创业史。

洛绒益西的老家阿称组在距
瓦卡镇约9公里的高山上，在他的
记忆里，老家以前用水是用木头做
的水槽，后来改成胶管，基本上能
够满足村民生产生活用水。因为要
走很长一段山路，村民存在运输难
和出行难，只能解决温饱。

洛绒益西不甘心过这样贫寒的
生活，他有砌墙的手艺，便来到瓦
卡、云南香格里拉市、德钦县奔子栏
镇揽活，那几年，建设工程多，揽活
容易，除了农忙季节回家帮忙以外，
他基本上在外面挣钱，加上家里的
其它收入，一年下来，家里有5万元
的收入。打拼了几年，洛绒益西在县
城买了一套住房，想让父母和家人
到县城享受良好的居住环境，但老
家还有土地，父母和家人大部分时
间还是在山上经营土地。

2013 年 8 月 28 日和 31 日，香
格里拉县、德钦县和得荣县交界地
区连续发生5.1级、5.9级地震。洛绒
益西的老家就在震中，刹那间，地动
山摇、飞沙走石，水源被彻底中断，
原本简陋的土筑墙开裂成为危房，
无法居住，村民们都住在帐篷。突如
其来的大地震让村民流离失所。

住了几个月的帐篷后，县上迅
速拿出了灾后重建家园计划，对村
民实施易地搬迁安置。当年，得荣
县为了开发瓦卡坝，鼓励村民在瓦

卡开垦荒地，洛绒益西家在瓦卡镇
有少量的“自留地”，于是，他和家
人商量，选择自主安置政策，按照
民房重建补助标准，他家享受到了
50000元的政府补助金和最长3年
的6万元政府全额贴息建房贷款。

瓦卡经过30多年的开发，不少
村民通过开办民居客栈赚到了钱，
作为川滇门户，瓦卡镇具有独特的
区位优势，洛绒益西和家人商量，卖
掉了县城的住房，利用银行贷款、向
朋友借钱和国家补助款，投资300
万元修建了瓦卡镇高档次的民居酒
店。阿村云墅客栈 2014 年动工修
建，207年顺利开业，到目前已经盈
利50多万元。目前，已经还清了朋
友的欠款，正在逐年还银行贷款。

“得荣县属于干旱河谷气候，‘金
沙江第一弯’是中国四十大景观之
一，拥有红军桥、贺龙桥等省级文物
保护单位，得荣学羌为代表的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四川省拥有传统
村落（5个）最多的乡镇，距香格里拉
市74公里，1.5小时内可到达得荣县
城和云南香格里拉机场。物产富饶、
旅游资源丰富，来我们客栈的客源主
要分布在昆明、广东、广州、成都等
地。县城的市民前来休闲的也比较
多。”洛绒益西说，瓦卡的民居融合了
得荣县和德钦县奔子栏镇的建筑风
格，而他的客栈是政府请的专业设计
师精心量身定制的，从窗花装饰到室
内装饰都有得荣藏民族文化底蕴，近
观金沙江水、远眺巍峨大山，可赏花、
品果，避暑纳凉，诚信经营、服务至
上，因此，回头客居多。

“瓦卡有桃树、梨树、石榴等，
水果品种多样，一到春天，瓦卡就
是一片花的海洋。百花盛开，花香
满园。”洛绒益西自豪地说，在这样
一个五彩缤纷的大花园里，是游客
拍照赏花的绝佳乐园。

这里曾经是一片不毛
之地，这里是得荣县最早
打造的移民新村，这里有
金沙江第一湾的美誉，这
里是出川入滇的门户，这
里有厚重的民俗文化资
源，这里背靠知名下拥景
区，这里瓜果飘香，花海无
边；经过近40年的开发，
瓦卡镇已经成为得荣县炙
手可热的乡村旅游打卡地
之一，瓦卡村民依托距离
香格里拉机场仅1.5小时
车程的区位优势，大力发
展乡村旅游，蓬勃发展的
乡村旅游成为当地村民致
富增收的产业之一。

◎甘孜日报记者 马建华

乡村美景入画来
得荣县瓦卡镇乡村旅游红红火火

◎道孚县融媒体中心 张德禧/文 瓦日乡/图

益西曲珍是村里的贫困户，
家里有4口人，离异后独自带一
个 5 岁的孩子，父母体弱多病，
家里的开销主要靠她一个人支
撑。因为没有技术，找不到挣钱
的门路，依靠传统种养殖业，入
不敷出。洛绒益西决定拉她一
把，送她参加了成都市青羊区举
办的宾馆酒店服务礼仪培训。

“洛绒益西是个好人，看到
我家的特殊情况后，他说，人只
要勤快，就能够挣到钱，他让我
把孩子送到幼儿园读书，安心到
客栈来做事，不管淡季还是旺
季，保证我一年有 1.5 万元的收
入，加上我卖的土鸡蛋和蔬菜，
一年也有 2 万元的收入。”益西
曲珍高兴地说，只要生意好，洛
绒益西还要给他们发电话费，年
底还要发奖金。

今年 25 岁的志玛次姆家里
有7口人，弟弟在成都上大学，爷
爷奶奶都已70岁高龄，丧失了劳
动能力，而她本人仅有小学文化，
和家人依靠种植业艰难度日。

“洛绒益西对我说，你的弟弟
在上大学，家里没有经济来源怎
么行？他把我吸收为客栈的固定
用工，一年有 36000 元工资，每
个月给我充100元话费，年终奖
还有3500元。过年过节还要给我
们发一点。年收入至少有4万元
了。”志玛次姆告诉记者，她的家
就在镇上，她每天把客房打理干
净，做完自己的事情后，还可以去
照顾家里，而家里种植的蔬菜、土
豆，养的猪和鸡，还可以拿到客栈
来卖，又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在
客栈工作，经过培训后，我们懂得
了如何与人相处和文明待客，养
成了良好的卫生习惯并带动家人
和村民形成好风气”。

从开业到现在，阿村云墅客
栈解决了10余名村民的就业问
题，是得荣县扶贫就业基地。“尽
管我还在还贷款，经济压力也比
较大，但瓦卡镇现在发展得这么
好，我们的生意也一天比一天
好，脱贫攻坚不落下一户一人，
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肯定
要帮乡亲们一把，希望大家都过
上好日子。”洛绒益西告诉记者，
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中，
县上鼓励村民因地制宜发展产
业，只要我们选准产业，就一定
能够过上好日子。

近年来，瓦卡镇紧紧抓住全
省加快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建设
旅游小镇的历史机遇，以旅游小
镇为载体、山水为形、文化为魂，
充分发挥瓦卡镇乡村生态旅游资
源优势，利用瓦卡镇作为太阳谷
省级风景名胜区主要组成部分和
全省拥有中国传统村落最多的乡
镇、得荣学羌国家级、车模技艺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突出优势，
大胆设计富于超前意识的新型旅
游产品，主打“巍巍横断、浩浩金
沙，阳光瓦卡，魅力藏乡，茶马古
渡、红军故道，瓜果飘香，歌舞海
洋”的旅游形象品牌。同时，深入
挖掘得荣学羌、藏族车模技艺、藏
棋等民族文化、民族体育娱乐项
目，在民风民俗、民族服饰、婚嫁、
节庆等方面全方位深层次开发旅
游项目，丰富“藏家乐”旅游的内
涵，提高市场竞争力和吸引力，逐
步形成藏族文化底蕴深厚、乡土
本色浓郁、田园风光独特、环境整
洁优美的旅游特色景观名镇。目
前，该镇已打造出乡村主题酒店
10户，商务酒店、驿站16户，打造
民居接待170户，可接待700余
名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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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究别致的阿村云墅客栈。记者 张兵 摄

村民们在大棚里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