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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扶贫是造血式扶贫， 是贫困群众
稳定脱贫的关键所在。 发展产业扶贫要因
地制宜、因户施策。

近年来， 新化结合县域特色确定了
“3+5+2”扶贫菜单，即集中培育茶叶、中药
材、油茶三大支柱产业，发展壮大肉牛、新
化水酒、白溪豆腐、特色果蔬、稻田养鱼五
大特色产业，巩固提升粮食、生猪两大传统
产业。各乡镇、村确定了“1+2”（一个主导产
业、 二个特色产业） 扶贫菜单； 贫困户
“1+N”（围绕全村的主导产业，按照“一户
一策”原则自主选择发展种养产业），即贫
困户可围绕全村的主导产业，按照“一户一
策”的原则，通过“点菜”自主选择扶贫项
目，帮扶部门提供“配菜”并跟进后续帮扶，
政府“买单”促进全面精准脱贫。 基本做到
了“村村有扶贫产业、户户有产业帮扶”。

据新化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 总农
艺师胡利民介绍， 根据产业“扶贫菜单”体
系，2017年—2019年， 全县共实施村级主
导产业项目 641 个、 省级重点产业扶贫项
目 3 个，共发放奖补资金 3.39 亿元，除今
年新录入的部分贫困人口外， 实现了贫困
人口全覆盖。 全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从 2013 年的 5197 元增加到 2019 年的
9820元（预计），年增长 11.2%。

“扶贫菜单”体系也让县里的农业产业得
到快速发展， 近三年来， 全县新扩茶园 1.81
万亩，达到 8.01万亩；新扩中药材 2.8万亩，
达到 18.5万亩； 新扩油茶林 1.1万亩， 达到
14.6万亩；新扩水果 2.73万亩，达到 19.93万
亩；常年稻田养鱼面积 15万亩左右。

水车镇的田家村是一个深度贫困村，
由原田家村和原米家村合并而成， 全村人
口 292 户 1314 人， 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133户 462 人， 贫困发生率达到了 35.2%。
村里地形复杂， 山高路陡， 人均耕地不到
0.4 亩。 俚语“田家无田，米家无米”是之前
村庄的真实写照。

扶贫工作组与村干部通过实地考察走
访，商量制定了百合 + 南竹 + 山胡椒的“扶
贫菜单”，因地制宜发展一揽子产业，增加
村集体经济收入， 完善贫困户利益联结机
制。 今年村集体种植了 30 亩百合，至少产
生 20 万元的村集体利益， 解决了 15 户贫
困户就业；南竹加工厂产生了 30 余万元的
产值，解决了 22 户贫困户就业；山胡椒油
提炼加工厂房也产生了一定效益。

11月 24日， 田家村 2019年产业分红
会议在该村村委会举行，这是该村第一次集
体分红。 领着人均 108元的分红，贫困户卢
美莲喜笑颜开，“这日子是越来越有盼头了！”

笔者注意到，在《新化县 2019 年度贫
困村退出公示》中，田家村已赫然在列。

沃野田畴织锦绣
———新化县产业扶贫掠影

71 个贫困村出列，36272 人贫困人

口 脱 贫 ， 贫 困 发 生 率 从 6.84%降 至

0.77%……这是截至今年 11 月，贫困大

县新化交出的脱贫攻坚“答卷”。

“答卷”背后，是一个个雨后春笋般

拔地而起的产业园区， 是一片片葱郁繁

茂的茶园、果园，是一家家生意红火的民

宿和农家乐， 是一张张洋溢着幸福的笑

脸……

放眼梅山大地，产业发展风生水起，

处处是希望在升腾、 幸福在绽放。 近年

来， 新化把产业扶贫作为脱贫攻坚的重

中之重， 紧紧牵住产业扶贫这个 “牛鼻

子”，从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再到营造

“渔场”。 如今，“产业之花”已经开遍这片

湘中宝地， 产业扶贫正以昂首阔步之势

扛起攻坚大旗，领跑脱贫加速度。

梯田长如带、弯如月，漫山遍野，层层
叠叠，曲折有致。 云雾似河流一样在山间
流淌，给村庄轻轻披上一袭若隐若现的白
纱……初冬时节，新化县水车镇紫鹊界梯
田宛若仙境，美景吸引了大批游客。 看着
如织的游人，民宿“老牌紫鹊楼”的主人杨
远民脸上笑开了花。

杨远民是紫鹊界的外来媳妇。“刚嫁
到紫鹊界的时候，这里好穷，梯田里干活
好累，赚不了几个钱。那时候啊，看着这梯
田就愁。现在好了，紫鹊界出名了，我做民
宿一年可赚三四十万，日子美美的。 这些
梯田啊，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越看越
美。 我们家就是住在图画中呢。 ”

紫鹊界梯田是农耕文化的杰出作品，
是国家自然与文化双遗产、首批世界灌溉
工程遗产和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从
“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深山贫困村庄，到声
名鹊起的旅游网红打卡地，紫鹊界梯田拉
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使村民实现了在家
门口就业，并由此稳步踏上脱贫致富路。

“梯田自 2008年正式开园后，很多之
前外出务工的农民回乡开起了民宿、农家
乐，吃起了‘旅游饭’。 目前全镇民宿约有
120家，房价在 100至 300元之间。 旅游
旺季，客房天天爆满。村民只要勤快，都能
达到小康。 ”水车镇紫鹊界村党支部书记
罗铁平介绍说。

紫鹊界只是新化县旅游扶贫的一个
缩影。 新化县旅游资源丰富，拥有世界级
旅游资源 1 处、 国家级旅游资源 8 处、省
级旅游资源 17 处。 近年来，新化坚持“旅
游立县”战略，按照“全景梅山、全业融合、
全民共建、全域共享”的理念，紧紧围绕
“脱贫转型、富民强县”目标，努力开展旅
游行业扶贫项目建设，积极探索发展全域
旅游扶贫的新路子，鼓励乡村旅游扶贫项
目村依托丰富的乡村旅游资源，完善乡村
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加乡村旅游的
辐射带动作用，切实将乡村旅游打造成能
脱贫、可致富的优质产业，成为脱贫致富
的幸福引擎。

为了有效提高乡村旅游的接待能力，
为贫困人口拓宽创业、 就业、 增收平台，
2017年 -2019年， 新化县共安排财政涉
农统筹资金 2125 万元用于扶持向北村、
下团村、油溪桥村、粗石村在内的 68 个村
开展乡村旅游扶贫项目建设，扶持建设油
溪村等 11个小型游客服务（旅游咨询）中
心、黄古村等 22 处旅游厕所、向荣村等 4
个自驾车营地、 龙湾村等 11 个旅游停车
场、 芭蕉山村等 21 处游步道、 晚坪村等
23 个观景亭以及 100 多余处大小标识标
牌等乡村旅游配套设施建设。

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日渐完善的配套
服务，让游客“走得进、留得住”。 数据显
示，今年“十一”黄金周期间，新化县累计
接待游客 120.09 万人次， 全县实现旅游
综合收入 9.05亿元。

据新化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相关负
责人介绍，近三年来，全县通过大力开展
旅游扶贫工作，围绕“食、住、行、游、购、
娱”旅游六要素，预计带动 6480 户 23404
人贫困人口受益，直接或间接带动 19400
人脱贫致富， 贫困人口人均收入增加约
200余元， 增加贫困人口就业约 3000 余
人，少数贫困村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约 4
万元。

田畴织锦绣，沃野好风光。 一幅民富
村美的锦绣画卷正在湘中大地缓缓铺开！

发展旅游
绿水青山成为“摇钱树”

头雁振翅，群雁才能高飞，产业扶贫也是
如此。

近年来，新化县涌现了一批产业扶贫典
型，其中，湖南紫金茶叶有限公司通过“三二
一”即优先聘用贫困户务工、优先优价收购
贫困户鲜叶和农产品、优先帮扶 1002 个贫
困人口每人每年 500 元， 到 2020 年为止。
免费为贫困户提供苗木和肥料、免费提供培
护管理技术， 贫困户入股资金每年不低于
10%的保底分红的利益联结模式。 共带动渠
江源村及周边 7 个村 298 个贫困户、1075
个贫困人口，助推了渠江源村“万亩茶园亿
元村”“一村一品”产业格局的发展。

油溪桥村通过党建引领、社户联结、“五
统一”“五有”开发、“积分制”管理等模式，实
现了由特困村向小康村的跨越，成为全国有
名的产业扶贫和乡村振兴典范。

科头乡利用城郊优势，大力发展以特色
水果种植、农产品加工、休闲旅游为主的扶
贫产业，实现了贫困户利益联结全覆盖。

今年 38岁的廖利华是科头乡汝溪村丽
云山庄的员工，也是村上的贫困户。 廖利华
告诉笔者，因股骨头坏死，自己一直干不了
重活，丈夫去年心肌梗塞，高额的医药费加
上两个孩子的学杂费， 让家里一度揭不开

锅，家人们常常以泪洗面。“不过
现在好了很多，丽云山庄离

家只有 500 米，工资收
入一年差不多有 2
万块钱。 老板很照
顾我，还带我种了
3 亩多桑葚 ，种

植收入一年也有万把块钱。 ”
把产业扎在家门口， 实现人不出村，在

家脱贫。 如今的新化，几乎每个贫困村都有
一个以上带动能力强的优势特色产业，像廖
利华这样受益的贫困户数不胜数。而这都是
得益于新化县利益联结的产业扶贫机制。

为促进“千企帮村万户联社”产业帮扶
工作， 新化县除兑现胜利的奖补政策外，对
与贫困户建立利益联结机制的新型农业经
营组织按照其带动贫困人口数量给予 1:1、
1:0.8、1:0.6的配套奖励。 让有产业发展能力
和意愿的贫困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全部
建立了如直接帮扶、委托帮扶、股份合作、资
产收益、务工等利益联结关系，形成了“资金
跟着穷人走，穷人跟着能人走，能人跟着项
目走，项目跟着市场走”的产业覆盖带动新
格局。

“利益联结，让企业、合作社与贫困户形
成利益共同体，既给企业、合作社创造发展
条件， 又让贫困户在产业链中找到位置。 ”
县扶贫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一方面通过
政策倾斜、项目支持、资金帮扶等举措，引
导企业、合作社在贫困村建设产业园区，给
农村‘造血’。 另一方面也照顾到企业、合作
社的发展，每个贫困户都有包括扶贫贷款、
上级扶贫基金和扶贫补贴在内的财政资
金， 可以直接作为股金投入到农业园区和
龙头企业。 这样一来，企业、合作社能为后
续发展‘蓄水’，贫困户也能实现生产‘得现
金’、务工‘挣薪金’、入股‘分红金’，实现良
性循环， 产业扶贫也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动
力支撑。 ”

增强动力 利益联结凝聚“智”与“志”

科学规划“扶贫菜单”求出最优解

新化黄精成品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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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槎溪镇油坪溪村的山坡上， 举目
望去， 起伏的山峰在云雾中若隐若现。 如
今，村民们看着这些连片的山林，会情不自
禁嘴角上扬， 因为这山林之中藏着村民们
埋下的“黄金”———黄精。

新化是中国多花黄精主要产区， 自古
有采挖、种植和食用黄精的传统。 但“新化
黄精”飞出大山，飞向全国、飞往世界却是
近几年才开始的事情。 这要得益于县委、县
政府和有关部门对品牌的建设支持。

据介绍，近年来，新化将黄精作为重点
发展的中药材品种， 县财政安排专项资金
800 万元，用于扶持产业做大做强，还专门
成立“新化黄精”地理标志管理办公室，制订
黄精产品质量标准和管理办法，强化品牌保
护和管理，并利用悠久的黄精药用、食用历
史和丰富的林下仿野生种植经验，大力发展
黄精的种植、加工、产品开发等一条龙产业。

2016年， 湖南省中央财政林业科技推
广资金项目技术培训班在新化县召开，新
化县林下种植黄精的影响力得以扩大。

2018 年 8 月，第一届湖南黄精高峰论
坛在新化县举行。 同年 9月，“新化黄精”获
中国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2019 年 7 月，第二届湖南黄精高峰论
坛在新化县举行。 开幕式上，中国林学会学
术部主任曾祥谓将“中国黄精之乡”的牌匾
授予新化，新化黄精“走红”全国。

新化县绿源农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孙毅中告诉笔者，随着“新化黄精”品牌在
全国打响，公司的销售额得到显著提升。 目

前，全国各地来新化学习参观黄精种植、要
求供应黄精种苗、商品的团队络绎不绝，黄
精供不应求。 品牌的崛起让产业得到发展。
据介绍，目前，新化县从事黄精产业的合作
社和企业已达 170 家，从业人员达 10 万余
人。 今年约有 35个黄精产业项目与 15915
名贫困人口建立利益联结机制， 将带动近
万人脱贫。

和黄精一样盛名在外的还有新化红
茶。 新化地处雪峰山东南麓，生产生
态有机茶得天独厚。新化红茶作为
百年名茶，曾与“祁红”、“滇红”鼎
足而立。 五代毛文锡《茶谱》曾
记载：“潭邵之间有渠江， 中有
茶，其色如铁，芳香异常，烹之
无滓也。 ”

2015 年，新化县委、县政
府把新化红茶产业列为了重
点农业产业，几年来，由于省、
市、县的重点扶持培育，新化红
茶产业已成为了新化一县一特、
乡村振兴的重点扶贫产业。2018年
7 月，“新化红茶” 荣获国家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 2019年，在湖南省茶业博览会
上，新化红茶获评“湖南十大名茶”。 目前，
新化县现有茶叶加工企业 16 家，其中省级
龙头企业 2 家，市级龙头企业 4 家，种茶专
业合作社 28 个，茶旅文化持续升温，“新化
红茶”已经成为响当当的品牌。

除了“新化黄精”“新化红茶”，通过食
品加工产业的发展，“白溪豆腐”“新化水
酒”“新化糍粑”“新化豆干”“新化腐乳”等
特色土货也打出品牌，走上消费者的餐桌，
点亮贫困户的希望。

铸造品牌 山乡村野飞出“金凤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