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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山区太平湖镇二都村猫儿墎组，
有这样一位年轻人，他放弃城市待遇优厚
的工作和舒适的生活环境，回到家乡，在大
山深处养殖孔雀，仅 6年时间，就达到 3000
多只养殖规模。他就是黄山太平湖孔雀寨
创办人刘成文。

近日笔者来到太平湖孔雀寨，孔雀园

内两边棚栏里，形态各异的孔雀正自由自
在地徜徉，绚丽的羽毛在太阳照耀下显得
光彩夺目。“目前养殖 3000多只孔雀，现在
市场需求量大，根本不够卖。”刘成文一边
给孔雀喂食，一边跟笔者谈起孔雀市场行
情。

2009 年，刘成文从医院辞职，去广州、
深圳等地考察。一次偶然机会，与朋友去
云南旅游，参观孔雀园，从而发现了生意
经。此后一年多时间里，他跑遍四川、江
苏、福建等地孔雀养殖基地考察学习。

说干就干，刘成文从银行贷款 15 万
元，加上存款，投入 50多万元，在二都村建
起占地 5亩的孔雀特色珍禽养殖基地。创
业初期引进了 30 只孔雀，90 只小苗，因为

孔雀比较少，于是他又以一个种蛋 90元的
价格，购买了 400 个种蛋来孵化。然而孵
化率只能达到 15%-30%，按市场上苗价，
经济损失 2 万多元。为攻破孵化这一关，
刘成文狠下决心，第二年他联系到上海一
家专业孵化机厂家，研究孵化技术，孵化率
达 85%左右。

为尽快掌握孔雀的养殖技术，刘成文
买来许多孔雀养殖书籍，先后到四川、浙
江、海南等地考察学习，到 2014年，孔雀养
殖基地初具规模，商品孔雀存栏 900多只，
种孔雀 90多只。

现在，刘成文不仅卖孔雀，还卖孵化好
的孔雀幼苗。去年一只苗 100 元左右，今
年就涨到 150元左右，小幼苗不够卖，外地

求购者不少，现在仅种苗一项一年赚二三
十万元不成问题。村民们被孔雀“丰厚经
济”所吸引，纷纷加入他的合作社。刘成文
负责市场营销及售后服务，村民农活不耽
误，投入小，收益快。

孔雀养殖基地初具规模，这仅仅是开
始，刘成文还要继续做大做强，形成自己的
品牌。2016 年 9 月在镇村两级帮助下，他
筹资 50万元，修通猫儿墩至孔雀寨近 1000
米水泥路，随着太平湖旅游发展，到二都村
看孔雀的人逐年增多，在孔雀园里，游客可
以买孔雀产品，可以饲喂孔雀，这样收入都
十分可观，刘成文说：“下一步我还要把孔
雀观光项目做大做强，带动更多人养殖孔
雀。” ·魏 泓·

刘成文：孔雀开出“致富屏”

本报讯 徽州区西溪南镇竦塘村利用
优越的生态环境和脱贫攻坚产业发展帮扶
行动，鼓励本村有意愿的贫困户因地制宜发
展特色种养业，为全区农村贫困群体探索出
了一条脱贫致富的新路径。

2016年 4月，徽州区首个特色产业养牛
扶 贫 项 目 落 户 竦 塘 村 ，项 目 总 投 资 40 万
元。当年底，一个建筑面积 500多平方米的
标准化牛场建成并通过验收。2017 年，该
村又争取到养牛扶贫专项资金 20 万元，并
于 5月上旬从江西鄱阳湖购进黄牛 28头，到
7 月底已产犊 4 头。在洁净的牛舍内，笔者
看到初生的牛犊憨态可掬，成群的黄牛或立
或卧悠然自得……竦塘村党支部书记汪文
广说，“这批扶贫牛全部由村里集中供养，统
一饲养管理，年终上市后，收入全部分配给
贫困户，初步估算每户贫困户可增收 1000
多元。”

在发展扶贫养牛中，竦塘村大力发展主
导产业及特色种养业扶贫工作，针对贫困户
的贫困程度、劳力状况、技术掌握程度区别
对待。截至 7月底，该村先后帮助 42户低保
户、21户一般贫困户采购黄牛 79头，并无偿

提供养殖技术服务。同时对 63户贫困户购
置牛犊、饲料、药品按每头 2000 元予以补
助，对其牛棚维修每个给予 100元的补助。

为帮助更多的贫困户发展产业扶贫，竦
塘村及时开启了村养牛场“寄养”模式，按照
贫困户优先的原则，对贫困户购买的牛进行
寄养。村委会通过与贫困户签订“寄养”合
同，牛由村里统一饲养，不计算饲养工资和
场地租费，年终扣除少量的饲料费用后，上
市收入全部归贫困户。据统计，到 7 月底，
该村已有 12户贫困户与村委员签订“寄养”
合同。为满足更多的贫困户和有养殖意愿
的农户发展养牛，竦塘村已计划投资建设黄
牛养殖基地二期工程。目前，一个占地面积
2000平方米的标准化养牛场已在远离该村
的竺川村动工兴建，牛场建成后可承载 200
头黄牛的养殖量，让更多贫困户和村民进行
黄牛“寄养”。届时，一个集美好乡村建设、
肉牛养殖、种养一体化相结合的生态循环经
济模式将在竦塘村产业扶贫道路上撑起一
片天，带动更多的贫困户过上小康生活，走
上致富路。

·洪云华·

8 月 7 日，村民洪加忠夫妇正在采摘高山
辣椒。

每到“立秋”时节，徽州区岩寺镇洪坑村
高山林下种植的红辣椒就成了香饽饽，山野
里到处是鲜红的辣椒挂满枝头，林下鲜红的
辣椒，就像村民的幸福日子一样红红火火。
村民们将采摘的新鲜红辣椒，加工成瓶装腌
辣椒、辣椒糊，供不应求。

方利荣 苏凤好/摄

林下辣椒红胜火

本报讯 进入 8 月，在省级贫困村
歙县街口镇雁洲村，一朵朵淡黄色的黄
蜀葵在田野间竞相绽放。可在一年前，
当地贫困户谁都没有想到，一朵普通的
花，竟然会引领他们走出一条脱贫路。

雁洲村位于新安江畔，这里自然风
光秀美，空气清新，特别适宜中药黄蜀葵
的生长。8 月 5 日，笔者来到街口镇，沿
着弯曲的山路一路向上，还未进村就看
到漫山遍野开满了黄蜀葵，随风摇曳，身
姿翩翩，微风吹过，飘来阵阵幽香，吸引
着众多市民前来观光采风、流连忘返。

“我们今天特意从屯溪赶过来，看到这里
山清水秀，没想到在大山深处还有这么
一片漂亮的黄蜀葵，觉得整个人都融化
了。”屯溪市民叶春芬和丈夫一早就来到
雁洲村，漫步在黄蜀葵基地，看到满眼的
黄色，觉得不虚此行。

“今年我家的黄蜀葵喜获丰收，真没
想到在茶叶地里套种黄蜀葵还能增加收
入。”在黄蜀葵基地，建档立卡贫困户吴
爱英高兴地拉着笔者的手说道，“现在党
的政策真好，各级扶贫干部对我这个家

庭非常关心，除了给我享受各类扶贫政
策之外，还帮助我种植黄蜀葵，免费提供
种子，我家脱贫有指望了。”今年 65岁的
吴爱英是典型的因病致贫户，因为亲人
患 病 ，老 人 家 的 生 活 一 度 过 得 非 常 拮
据。看着自家的黄蜀葵即将采摘，她显
得格外高兴。

该村在发展传统油茶、山核桃等产
业 的 基 础 上 ，结 合 山 区 实 际 ，走“ 合 作
社+基地+农户”的发展之路，由歙县工
商联牵头引进黄山奕欢种植专业合作
社，并向县妇联争取项目支持，发展种植
黄蜀葵，目前已完成 72.2亩黄蜀葵种植，
种植黄蜀葵为雁洲村脱贫致富打通了一
条光明之路。

下一步，镇村积极谋划乡村休闲旅
游和农家乐发展，以“绿色经济”的发展
带动贫困户增收和村级集体经济的发
展。“在产业扶贫的过程中，结合山区特
点，考虑在茶叶地里套种黄蜀葵，这样每
年一亩地可以增加三四千块钱的收入，
让雁洲村百姓脱贫致富不再是梦。”雁洲
村扶贫队长胡炜表示。 ·方 凯·

雁洲村发展黄蜀葵助农增收

小小一朵花 致富一村人
竦塘村发展黄牛养殖助农脱贫

赶着黄牛奔向致富路

本报讯 今年以来，祁门
县积极围绕地域特色和资源
禀赋，主动适应农业发展新常
态，不断完善农业“全产业链
条”，全力培育农业发展新动
能。

突出特色产业，抓结构调
整。按照稳粮、兴茶、优经要
求，扎实推进农业结构调整，聚
焦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
绿，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产业，重
点培育以果蔬、苗木、花卉、中
药材等为重点的特色农业产
业，努力打造精致农业示范区
及休闲农业庄园，建成一批特
色农业精品工程，促进农业转
型升级增效。围绕祁红产业发
展“2111”计划，发挥和放大“祁
红+”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
态效益，实现茶叶总产值突破
7 亿元，茶叶综合产值 30 亿元
以上，茶农年人均茶叶收入超
4500元。

促进产业融合，贯通产业
链。发展“旅游+”农业，推动
旅游与祁红产业、精致农业、休
闲观光、农事体验和度假养生
为一体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
融合集聚，整合涉农资金，以油
菜花、菊花、玫瑰花等经济作物
规模景观种植为主，重点打造

“旅游+农业”样板区，实现休

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接待量增长
20%，年营销收入增长 15%以
上。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搭
建农产品营销平台，支持推荐
名特优、“三品一标”产品入驻
电商平台。

培育新动能，激活内生动
力。抓住现代生态农业产业化
示范县创建契机，加快祁红绿
色产业园、箬坑省级现代农业
示范区建设。新培育一批年加
工产值超亿元龙头企业、规模
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和现代农
业产业化联合体，实现规模以
上农产品加工企业产值增长
10%以上，打造农业企业“甲级
队”。加大村级集体经济项目
扶持，增强造血功能，提高村级
集体经济收入，提升村集体经
济发展活力和实力，新增年经
营性收入超 10 万元村 10 个以
上。实施农村土地所有权、承
包权、经营权分置改革，巩固农
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成果。全
面开展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
资，选出一批基础好、经济实力
强的村开展资源变产、资金变
股金、农民变股东的试点工作，
逐步建立“归属清晰、权能完
整、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现
代产权制度。

·王学斌 戴筱明·

本报讯 近日，记者来到
休宁县龙田乡程成根家中，只
见程成根的房子四周搭上了脚
手架，屋顶、墙壁都经过了整
修，堂前和房间也打上了水泥
地面，整栋房屋焕然一新。

今年以来，龙田乡扎实推
进贫困户的危房改造工作，全
乡今年第一批次的 23 户贫困
户危房改造现已全面动工，其
中 10户已经如期完成改造。

程 成 根 家 的 老 房 子 建 于
1980 年，屋顶漏水，墙壁破旧，
而且堂前、房间都是泥土地面，
坑洼不平。在这次的危房改造
中 ，他 家 的 房 子 也 被 列 入 其
中。目前除了脚手架没有拆除
外，其它已经全部整修完毕。

程 成 根 乐 呵 呵 地 告 诉 记
者，“房间、堂前地面都打上了
水泥地面，里里外外的墙壁都
刷了一遍，屋顶也翻修了。现
在住着舒适了，也更安全了。”

在今年的危房改造任务下
达后，龙田乡立即开展摸排和
前期准备工作，通过户申请，乡
指导把关，村级评议，乡级审核

等程序，确保工作程序到位。
同时与精准扶贫紧密联系，今
年第一批次危房改造户全部为
建档立卡贫困户。针对贫困户
缺乏劳动力等问题，乡政府还
为危房改造贫困户安排了村

“两委”干部进行指导联系，负
责协调施工等事项，促进了全
乡危房改造工作顺利推进。

在龙田乡浯田村，记者来
到程进发的家中，只见低矮昏
暗的屋子内，被条、衣物、灶具
全部挤在一处。这间房子面积
只有 10平方米左右，程进发吃
住都在这里，而且已经住了 20
年。

可喜的是，程进发这种窘
迫的居住环境不久就可以彻底
终结，因为他家住房已经被纳
入今年的危房改造工程。有了
危房改造资金补助，他家的新
房子已经开工建设。新房子面
积有 20 平方米，预计在今年 9
月份完工。考虑到程进发家中
缺少劳动力，村“两委”还帮他
安排了施工人员。

程进发高兴地说：“政府出
钱还出人帮我做房子，等 9 月
份我就可以搬到新房子里去
啦！肯定比我以前的房子住得
舒心！” ·李学军 孙冯燕·

本报讯 近日，黟县公安局精
心组织、周密部署，辗转千里、迂回
追踪，成功将一名涉嫌寻衅滋事罪
犯罪嫌疑人抓获。

今年 6 月 13 日晚，犯罪嫌疑人
刘某军因停车琐事，殴打受害人杨
某、吴某两人，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
响。案发后，刘某军畏罪潜逃，当晚
逃往外地藏匿。辖区碧阳派出所受

案后，立即抽调精干警力成立专案
组，制定周密的抓捕方案。经多方
了解分析，获知刘某军可能藏匿于
河南省三门峡市，当即组织警力前
往三门峡市开展抓捕工作。到达三
门峡市后，专案人员发现其在数小
时前离开三门峡，返回黄山，遂又一
路追踪，并决定在汤口返回黟县的
宏村隧道优势地点布置警力围堵抓

捕。但狡猾的犯罪嫌疑人获知消
息，临时改道，专案人员错过了有利
的抓捕时机。专案组果断采取第二
套方案，取得休宁警方大力协助，在
休宁县蓝田镇儒村村大源组发现嫌
疑人车辆，刘某军见势迎面冲撞民
警 的 阻 截 ，跳 下 路 边 菜 地 仓 皇 逃
窜。专案民警火速围追，终于将嫌
疑人控制住 ·胡利龙 李学军·

龙田乡

危房改造助力精准扶贫

完善农业“全产业链条”

祁门县培育农业发展新动能

8月 5日，歙县徽城镇练江河畔，市民在花丛中晨练。
练江河畔绿树成荫，清晨的河水润湿路边小草，市民在这里健

身锻炼打太极，人与自然在这里交融形成一幅幅和谐画卷。
吴建平/摄

近日，由徽州区财政局牵
头，组织区直相关部门财务人
员 20余人组成联合检查组对全
区 17 个被抽检单位开展财务

“互查互审”。本次“互查互审”
通过分组交叉互查方式进行，

对各被检查单位 2015-2016年所有账户账务收支情况进
行专项检查，重点对各单位预算收支管理、国有资产管
理、专项资金管理、财务会计管理、内部控制管理等财政
财务管理制度建设及执行情况开展检查。·方晨 吴菁·

徽州区从源头加强廉政风险防控

黄山区市场监管局精准扶贫暖人心

黄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立足部门职能，为贫困户量
身定制产业脱贫帮扶措施，温暖了贫困群众的心。每个
干部结合自身特长与优势，通过“商标富农”“合同帮农”等
措施，增强贫困村、贫困户的“造血”功能，促进贫困村资源
优势转化为品牌优势，进一步激发了村民的创业激情，增
强了村民脱贫治富的信心。并针对性地宣讲“假冒伪劣
商品的识别方法”“12315 消费投诉举报”等生活消费知
识，使广大村民消费维权意识得到进一步提高。·周太生·

千里追踪 迂回包抄

黟县公安局成功抓获在逃犯罪嫌疑人

（上接第一版）民生城建惠民生。该县
从解决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入手，不断加大城
市棚户区改造和老旧小区改造力度，目前已
完成文昌西路、老商务局地块的调查摸底及
双测工作，老医药公司宿舍、柏树路周边宿
舍两个老旧小区已进场开工。同时，相继完

成了城区 11 条主次干道景观带打造和补绿
植绿，一街一景、特色鲜明的城区“生态绿色
长廊”正日益显现。

城市更美，乡村如画。8月 6日，刚结束
齐云山全国汽车争霸赛的江苏赛手李先生，
在游览齐云小镇善水街后，开心地竖起了大

拇指。
今年，休宁县加快齐云旅游、溪口汽配

两个特色小镇建设，目前规划总建筑面积 30
万平方米的齐云小镇一期已建成开街。溪
口镇修建绿色长廊 2.1 公里、新建汽配小镇
店招 40 余块和汽配产品展示文化墙 15 米、
建成约 460 平方米的昌辉公司路口小公园，
打造独具特色的汽配小镇文化。

蓝田镇建成前川村杂子墩公园，板桥乡
打造泉水鱼博物馆，汪村镇以红色文化主题

墙绘传播正能量……今年，休宁县以城乡全
域环境整治为抓手，结合垃圾、污水、改厕专
项整治农村环境“三大革命”的开展，全力推
进美丽乡村建设。如今，一个个环境整洁、
风光旖旎的秀美村庄镶嵌在休宁大地上，成
为游人慕名而来的旅游景点，实现了由“外
在美”向“内在美”和由“环境美”到“产业美”
的有效转变。 ·陈佳 纪成·

休宁县美化城乡舒展新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