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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日，江苏国资系统在南京首
次举办全省国资系统消费扶贫专项活
动。“我们希望通过多种形式向全省国
资系统推荐帮扶区域的精品农副产
品，充分发挥国资系统规模和资源优
势，通过消费给予帮扶区域‘立竿见
影’的帮助。”省国资委一级巡视员王
宁生表示，“这样的消费扶贫展示会我
们准备形成长效机制，列入年度工作
计划定期举办，组织动员全省国资系
统和有关部门通过线上线下参与消费
扶贫，精准施策发力，助力对口帮扶地
区脱贫。”

一场小规模的扶贫展销会，如何
撬动深度合作大未来？

对口援助，国企主动投身显担当

近年来，省国资委积极组织国有
企业开展东西部消费扶贫工作取得明
显成效。去年，我省国资系统专门向
陕西、青海捐款1580万元，购买陕西、新
疆、西藏、湖北秭归县农畜产品共609万
元，今年款项预计超千万元。同时，组织
企业积极购买西部农特产品，现已购
买陕西省爱心苹果 195 万元、西藏大
昭圣泉矿泉水361万元。

“消费扶贫能用最直接、最显著的
方式帮助人口致富，为企业带来收
益。”省国资委党建工作处副处长、江
苏对口帮扶青海工作队队员王鹏表
示，因此，展销会提供的平台也为青海
当地企业所重视。

今年是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省
国资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既
是全省国资系统展现江苏担当的一项
重要举措，也是主动投身乡村振兴事
业的一次重要实践。

此次展销会主要面向我省对口帮
扶的陕西省、青海省西宁市和海东市、
贵州省铜仁市，对口支援的西藏拉萨
市、新疆伊犁州和克州、青海省海南州
和省内 12 个帮扶县，精选当地 500 多
种富有地方特色的农副产品和名特优
产品集中展销，组织动员全省国资系
统和有关部门参与消费扶贫。“这项活
动，对助力对口帮扶支援地区打赢脱
贫攻坚战，深化未来合作发展意义深
远。”王宁生说。

“下半年我们还将鼓励引导各省属
企业优先采购扶贫产品，组织企业积极
走访调研对口帮扶支援地区，帮助销售
农特产品，积极探索‘服务区+扶贫’等
措施，推动省属企业开展消费扶贫工
作。”省国资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打开销路，创新商品唱主角

展会现场，创新商品随处可见。
吉林松原松粮集团带来一款特色产
品——奶砖大米。经真空压缩，将包
装做成奶白色砖块状，从名称到外形
十分吸睛。松粮（南京）粮食有限公司
总经理商宏彬透露，奶砖大米蛋白质
含量是牛奶的两倍，这一特质关键取
决于其良好的生长条件，这种大米目
前只在吉林松原地区生产，那里是世
界三大黄金产粮带之一。

展销会现场，不少来自江苏对口
援助地区的商品相较以往都在产品内
涵的延伸上作出不少尝试。同时，通
过电商平台同步推出，打响产品知名
度、打通市场终端，有了更多可能。松
原大米借展销会契机，成功打入网上
零售市场，集团旗下的南京分公司两
三个月前也正式开张。省属企业苏粮
集团与松粮集团合作研发出大米产品

“查干湖圆粒香”与“查干湖长粒香”。
对于展销会带来的种种变化，青

海省农产品流通促进会会长邵勇直
言，“此次江苏国资系统不仅联合企业
电商平台，还带来一批大型商贸企业，
通过牵线搭桥直接对接，展销结合更
为精准、优势互补更为明显。”

在展会现场，王鹏直接走上直播台，
临时客串为青海扶贫区带货的主播。“这
款产品叫青稞麦片，是我个人非常喜欢
的食品。在青海扶贫期间，我每天都会
用牛奶拌点青稞麦片作为早餐，方便且
营养。”王鹏话音刚落，身旁的直播搭档
便接过话茬：“想拥有与扶贫干部同款麦
片的朋友，不妨了解一下⋯⋯”

以会为媒，打开对口合作新局面

展销会是重要平台，也是打开我
省对口援助与深度合作的重要起点。

与 过 去 送 技 术 、送 资 金 、送 人
才相比，未来如何改变这一局面，更
好地让双方政府、企业之间的资源
流动起来，让大家都能受益？这是
近期青海汇鸿供应链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兰强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展销会带来新契机，预示着更
大规模、更深入的对口合作。”兰强
告诉记者，今年 5 月，省属企业汇鸿
集团青海公司成立，“成立的初衷就
是要将汇鸿的供应链优势与青海的
资源禀赋相结合。”在兰强看来，眼
下当地优质农副产品尚处于粗加工
状态，产品标准化体系、质量可追溯
体系、企业进出口能力都有可提升
空间，这些专业市场都有可能成为
汇鸿未来新的增长点。

对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薄弱的对口
支援省份来说，解决物流问题是降本
增收的关键。王鹏告诉记者，在我省
带去的方案中，建设前置仓、完善供应
链已在实施。前置仓建设过程中，江
苏企业同样可以参与，共同建设、共享
红利。

作为省第九批援藏干部派驻拉
萨净土集团的赵士利来自江苏农垦
集团。他告诉记者，今年在农垦集
团的帮助下，已在南京搭建仓储、物
流体系，解决散货销售中物流费用
过高的痛点，为西藏地区产品进入
江苏市场奠定良好基础。同时，农
垦集团计划在线下实体店销售拉萨
市净土集团的优质产品，对企业丰
富自身产品结构、形成优势互补，也
有帮助。

让产品通过展销会打响知名度仅
仅是第一步。邵勇期待，展会之后，会
与有意向的江苏参展企业一一对接，
尽快把销售渠道梳理通畅。

本报记者 李睿哲 朱 璇

对口支援

，要助其产品外拓销路

，还要促成资源双向流通

—
—

扶贫展销会

，撬动深度合作大未来
最近，樊昌智一大早在食堂匆匆

扒了两口饭，便起身赶往响水县黄圩
镇云彩村。

樊昌智是新一届省委驻响水帮
扶工作队分派到云彩村的帮扶干
部。3 月 16 日工作队报到，基本都
是“子弟兵”——10 名成员中有 8 人
是军转干部，大家一到响水便雷厉
风行进入工作状态——下村，认人、
认路，和乡亲们打成一片；对外，打
通关节、积累人脉，帮村里和企业引
资、引智。

“走了二万五千步，才知道
村子有多大”

“云彩村很大”，樊昌智到村第一
天就听说了，“可直到我围着村子走
了一大圈，才理解这个‘大’是什么概
念。”历届帮扶工作队总是先走访低
收入户，出发前，樊昌智在脑中画了
一个路线图，从老村部出发，到2组、
5 组、6 组、4 组⋯⋯“一下午，二万五
千步，只走了8户。”

村落民居分散，不少低收入户因
病因残致贫，深深刺痛了樊昌智的
心。“若不是走了这一圈，你根本不知
道村落分散给大家的生活带来了哪
些不便；不和村民们推心置腹聊一
聊，你也无法真正了解他们的困难。”

怎 么 才 能 和 村 民 们“ 打 成 一
片”？“进村点卯的‘办公室干部’不顶
事，能沉下身子、走近村民，去解决他
们的烦心事、忧心事，才是村里需要
的。”响水县扶贫开发服务中心主任
吴从兵说。

在抢收的节骨眼，云梯关村 6 组
村民蔡永祥不小心扭伤了脚，可他一
点都没为自家那 6 亩地烦心。“早就
收完了！”蔡永祥笑着说。驻村帮扶
干部李祥向记者介绍：“对像老蔡这
样没有自主收割能力的农户，村里负
责优先安排，割、碎、收‘一条龙’，村
民直接钱到手。”村里不少人因此感
到安心、贴心。

“董书记，帮我们修几条
路吧”

“董书记，帮我们修几条路吧。”
刚“走马上任”一个月，兴南村驻村帮
扶干部董亚军就接到村委副书记许
梦宝的请求。兴南村路况较差，从主

干道通往村民家的几乎都是泥路。
“一到下雨天就泥泞得很，鞋子陷在
泥里拔不出来，大家怎么出门、孩子
们怎么上学啊？”

“这路一定修！”第二天一大早，
董亚军约上许梦宝来到兴南小学门
口勘测地形。

要修路的，不光是兴南村。这几
天，云梯关村党总支书记李兵一连接
了村民薛家华好几个电话，问自家门
前的路什么时候修。黄圩镇政府和
省委帮扶工作队要将该村背街小巷
的“散装路”都修起来，一共 9.8 公里
的水泥路，现已铺设4.7公里。

“防止返贫，变‘输血’为
‘造血’”

“乡村发展的最大问题，就是缺
少内生‘造血’产业。像我们定点帮
扶的几个村，去年刚脱贫，还处于不
稳定阶段，要防止其返贫、改‘输血’
为‘造血’，让村庄重现生机。”省委驻
响水帮扶工作队队长郭书峰说。

在第一轮摸底排查后，董亚军发
现，以兴南村现有基础设施和技术，
原来的产业结构无法轻易改变。不
能以旧换新，那就将产业链延伸。
董亚军计划围绕西兰花产业链，引
入深加工项目和冷链物流项目，使
之真正成为乡村“造血”产业，“项目
一旦成功，村集体经济保守估计能
增加两倍。”

黄河故道现代农业示范园是工
作队的重点项目。云梯关村计划建
设市级农业示范园区，种植浅水藕、
铁皮石斛、黄桃、葡萄等特色经济作
物。“项目建成后不仅可扩大古关遗
址辐射影响力，还可解决本地用工
150 人以上，户年增收超 8000 元。”
李祥说。

为了让好项目落地经济薄弱
村，帮扶队员们可谓磨破了嘴、跑断
了腿。3 个多月来，帮扶工作队为 9
个定点帮扶村制定了详细的帮扶
项目计划和“五方挂钩”后方单位
帮扶活动计划。与此同时，扩大帮
扶辐射范围，将全县产业结构调整
划进工作范畴，跳出扶贫抓扶贫，
助力响水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社
会发展。

本报记者 张文婧

响水扶贫迎来“子弟兵”——

沉下身子，
解了村民烦心事

9 日，全省国资系统消费扶
贫专项活动在南京举行，500 多
种全国各地特色农副产品和名特
优产品集中展销，吸引众多市民
前来选购。 本报记者 宋 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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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 版 产业项目涌入，唤
醒乡村活力——江苏庄湖湿地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投资 3 亿元，在丹阳推
进农村特色旅游项目；投资 1.5 亿元
的扬中长江特色水产养殖示范区，通
过生态化改造、工厂化养殖等，创出
区域产业特色。今年以来，农业产业
重大项目纷至沓来，170 个村企产业
联建项目中，千万级项目 36 个，超
5000 万级项目 19 个，超亿元项目 17
个，村均投资4599万元。

动辄上亿的投资缘何青睐镇江
乡村？镇江市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
李健揭晓答案：“因为党委政府的目
光聚焦，市场导向原则清晰，镇江的
村企联建不搞‘拉郎配对’，而是完全
遵循市场内在规律、尊重村企双方需
求，村企联建的‘内力’被彻底激活。”

产业兴旺是激活乡村振兴这池
春水的“催化剂”，产业项目则是产业
兴旺的“牛鼻子”。镇江各级农业农
村部门整理 566 个村（涉农社区）项
目需求 876 个，市国资委、工商联梳
理 287 家企业需求 934个，推动企业
的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先进优势与
农村的自然环境、资源要素、投资需求
和消费增长有机结合。企业与村（社
区）找到利益“联结点”、发掘工作“契合
点”，形成发展“兴奋点”，宜居宜业宜游
的乡村振兴图景呼之欲出。

党建领航，“大兵团作战”创
出发展优势

“党建手拉手，产业向前走！”8月
4 日，在村企对接活动暨联建项目签

约仪式上，镇江高新区蒋乔街道嶂山
村党总支书记蒋建中介绍说，这次村
党总支与高新发展集团党总支签订
党建合作协议，以“红色引擎”带动

“产业共赢”，高新发展集团将与村里
的果品协会深度合作，帮助农民的水
蜜桃、葡萄、梨子插上“翅膀”，飞向更
远的市场。“企业书记、村书记联手带
头抓农业产业项目，农民的日子更有
盼头、更有奔头。”果品协会工作人员
感慨地说。

村企联建需要统筹城乡、统筹工
农，发挥市场、政府两方面作用，调动
村、企两方积极性。在镇江，党建引
领将城与乡、工与农、市场与政府、村
与企有机串联起来。

今年镇江大力开展党建引领乡
村振兴专项行动，村企联建是专项
行动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市委市政
府主要领导过问调度，全市多次召
开部署会、推进会、对接会，形成“一
级抓一级、一直抓到底”的工作格
局。镇江还成立市县两级党建引领
乡 村 振 兴 专 项 行 动 办 公 室 ，出 台

“12345”行动方案，推动落实一个
专班、两条路径、三项机制、四大行
动、五项政策，严格实行周报告、旬
研判、月督导⋯⋯实打实的措施表，
彰显出党建引领助推乡村振兴的务
实作风。

镇江市委组织部下发《村企联建
党建任务清单》，以党委指挥线、支部
攻坚线、书记责任线、党员冲锋线“四
条战线”深化党建促联建。丹阳开发
区马陵村党总支书记吴霖刚坦言：

“村企联建不但是发展村级集体经济
和改变村庄环境面貌的有效途径，而
且拓展了基层党建思路，实现了强基
础、扶产业、促发展、增和谐的多赢。”

镇江以“大兵团作战”态势，让村
企联建的“红色引擎”强而有力：市农
业农村局发布《镇江市村情指引》，市
银保监局引导金融资本参与村企联
建，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则以产业工人
下乡、巾帼直播带货、青农创新创业
等形式，将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
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发展优势。

共建共享，“希望的田野”铺
就靓丽底色

8 月 4 日，来自镇江市国资委、镇
江城建产业集团、江苏恒顺集团的考
察人员来到灌南县，提出对蔬菜、调
味品、酒品、糯稻谷等产品的需求情
况，灌南方面也介绍当地乡村发展现
状及项目需求，通过实地参观，双方
共谋村企联建大计。

镇江与连云港有 20 年的挂钩情
谊，在“万企联万村”行动中，镇江主
动登门对接连云港的 136 个村；连云
港也上门细述近 600 个村的村情、
800 多条发展需求，推动市县乡村四
级深度合作。

位于扬中市的江苏利民纸品包
装股份有限公司，今年计划在灌云
县燕尾港镇投入 1.2 亿元上马生产
线，达产后年销售可达 10 亿元；恒顺
集团主动与灌南县 15 个村建立产销
合作关系，当地蔬菜、海盐等农产品
一出农田就能进车间、一出车间就

能上餐桌，为农民开辟“绿色直通
车”；镇江各市区还派出“小分队”开
展对接合作，由一把手亲自带队，目
前已签订南北挂钩项目 89 个，总投
资 6.2 亿元。

“村企联建的核心是联，重点在
建，要共建共享，最大限度利用各方
优势资源，最大限度集聚发展要素。”
这样的观点在镇江已成共识。

镇江市政协副主席、工商联主
席卢道富介绍，镇江市工商联建立
商协会与村“一对一”挂钩机制，依
托镇江市无锡商会，发动宜安集团
等民营企业出资，在全省率先成立

“万企联万村”专项基金，助力村企
互利共赢。

多主体参与、多业态打造的开放
式村企联建路径逐渐明晰：丹阳发挥
食用菌产业技术优势开展对接帮扶；
句容引导工商资本下乡打造美丽乡
村建设样板；扬中发动乡贤力量促村
企共建共赢；丹徒充分挖掘本地特色
农业资源吸引工商资本；镇江新区在
万顷良田里招引高效农业项目；京
口、润州、高新区结合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抓好村企对接，全市各地开展各
类活动87场次⋯⋯

下一步，镇江将按照“一年打基
础，两年有发展，三年见成效”的目
标，推动党组织实效性引领、签约项
目实质性进展、村企利益实体化联
结，让乡村全面振兴成为“镇江很有
前途”的又一鲜明标志。

本报记者 晏培娟
本报通讯员 王鹏程 周 迎 善 初

镇江：“五个一”跑好村企联建第一步

▶上接 1 版 随着村集体实力的增
强，三铺村基础设施逐步改善。村里
新建了幼儿园、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休闲小公园、文化广场等，道路通畅
整洁，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
础。2017 年起，灌南县南房村发展
高效设施农业，形成了以稻鱼混养、
优质葡萄为主的规模化经营，建起了
扶贫产业园。目前，该村已流转土地
3000亩，建设了600亩高标准葡萄大
棚，此外还种植淮山药、大蒜等经济
作物。

沿路而建的作物大棚连绵起
伏，50 岁的村民马文波正在自家承
包的葡萄大棚里忙碌。“以前都没
敢想过，我能从地里刨食、打零工
挣钱的穷庄稼汉变成小老板，日子
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马文波乐
呵呵地说。

电商“云经济”，拓宽小康路

景泰河贯穿而过，弯弯的石桥连
接两岸，村里的水泥路干净整洁，统
一风格的小洋房鳞次栉比，一派江南
水乡风情⋯⋯赣榆区海头镇海脐村，
这个曾靠打鱼为生的小村庄，早已改
变了模样，成为省“文明村”“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先进村”，还是远近闻
名的“电商村”。

“老铁们，新鲜的海鲜正在打包
发货中，今天下单，明天收到，视频下
方小黄车可以购买，非常划算⋯⋯”
正在直播的是海脐村电商匡立想，
90 后的他本是个地道的渔民，现在
是名有着 300 多万粉丝的“带货网
红”。“最多的一天销售了 300 多万
元，一年销售量几千万元。”匡立想
说。在海脐村，像他这样从事电商产
业的有几百人。

村民们在淘宝、京东、快手、抖音
等网络平台从事电子商务，吸引并带
动 100 多名大学生回村投入到电商
创业热潮中，全村电商大户12家，形
成了产业规模大、聚集程度高、经济
效益好的良性产业链条。2019 年，
该村电子商务交易额 18 亿元，获利
2.7 亿元，成为鼓起村民腰包的全新
经济模式。

“目前，村里正在构筑‘一心两
线’产业布局，突出临海加工、高效
养殖、电商销售三业并进的特色经
济，规划设计 200 亩电商产业聚集
区，打造海脐海鲜电商交易中心，创
新‘海脐电商两级助推模式’，形成
货源足、种类多、全年无间断的电商
海产供货链，推动线上增长和线下
支撑良性互动。”海脐村党总支书记
李加仕介绍。

乡村生态游，日子更美了

掩映在青山绿水之间的农家小
楼错落有致，房前屋后处处果树成
荫，干净平坦的柏油马路通到家家户
户门口⋯⋯走进位于花果山北麓的
连云港经开区朝阳街道韩李村，仿佛
置身一座美丽的公园。

清晨，陈建明从自家果园摘下一
颗颗饱满的杏子，准备送往市场上销
售。作为韩李村种植大户，思路活络
的他还做起了采摘游。近年来，韩李
村种植油桃、黄桃、山楂、杏子、李子、
葡萄等，发展旅游观光和采摘经济，
把以前杂草丛生的荒山变成了农民
致富的“金山”。

“春天踏青赏花，夏天采摘水
果。果园附近还有李白曾在这里作
过诗的太白涧景区，越来越多游客
过来观光旅游，村子从经济薄弱村
变成了小康村。”韩李村党委书记李
传茂介绍，韩李村整合农业资源，初
步形成集休闲旅游、生态观光、娱乐
采摘等为一体的多元休闲产业链，
并通过美丽乡村建设，完善乡村旅
游配套服务设施，先后获“全国文明
村”“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村”
等称号。

灌云县潮河村依托潮河湾景区
发展旅游产业。“随着景区的开发，现
在村集体每年收入稳定在18万元以
上。”潮河村党总支书记吴志江说。
村子强了，村民的“钱袋子”也鼓了
起来，村里有 150 多人到景区务工，
村民年平均收入达 1.2 万元，2019
年底建档立卡户全部脱贫。村民们
走上了文明、富裕的小康之路，一幅
全面小康的美丽画卷在潮河湾畔徐
徐展开。 本报记者 赵 芳 吉凤竹

展销会现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