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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路快速延伸到贫困村
寨的当下， 尽快打通链接市场
的“意识高速路”尤显重要。

都说要致富先通路。 在乡
村振兴的历史大背景下， 修路
早已成为贵州这个脱贫攻坚主
战场的重头戏。 四通八达的各
种等级的公路， 已延伸到了千
村万户农家院。然而，并非所有
的乡村都能迅速做到“通路即
脱贫”。

2017 年 3 月，白 （遵义白
蜡坎）黔（黔西 ）高速公路通车，
中建乡摇身一变成为“路边
乡”。周边省内城市贵阳、遵义、
毕节城区距中建乡分别是 102
公里、90 多公里、110 多公里，
车程仅 1 个小时左右， 黔西县
城到中建乡， 车程从原来的 2
个多小时缩短到半个小时。

从高速公路下匝道后，2
分钟即可到达乡政府。 交通的
改变， 使中建乡的经济社会发
展出现蜕变的拐点机遇。

初春时节走进村子，营盘
村的村民们正在推进一项大
工程：趁着城里人来这里漂流
的高峰还没到来的间隙期，他
们把几处闲置的村民老房子
改造成乡村旅游民宿。

穿着水靴在田里劳作的
54 岁村民杨启明感叹不已，作
为这个村曾经的老支书， 他眼
里有“三个不同的营盘村”：前
两个营盘村，分别是上世纪 80
年代以前，温饱成问题，住房破
旧；2017 年高速路没开通前，
日子紧巴巴。 第三个营盘村是
今天，“不但村里环境好了，产
业搞起来了， 家家户户还修得
亮堂堂的。 短短两三年变了大
样，像做梦一样”。

3 年前高速公路刚开通
时，沉浸在“出门方便了”喜悦

中的村民，怎么也没想到，这个
乡的党委一班人却早在高速公
路建设期间， 就已开始谋划一
盘令他们始料不及的“匝道经
济”大棋———“高速公路开通并
非就自然实现市场通、产业通、
人流通，我们必须主动作为，提
前谋划，以最快的速度、最有效
的方式， 实现中建乡与外界的
市场无缝连通， 让中建人快速
甩掉头上的贫困帽子。 ”中建乡
党委形成共识。

经过充分调研， 中建乡党
委瞄准了旅游业。 但中建面临
的问题是： 没有远近闻名的自
然奇观， 也没值得开发的文化
遗产，有的只是传统的农耕、淳
朴的乡民和宁静自然的村寨。

但换一个视角， 这些昔日
的“劣势”，却是今天城里人艳
羡的田园风光，是中建的优势。
中建乡党委在高速开通之前，
就清晰明确了发展定位： 围绕
白黔高速“匝道经济圈”打造生
态旅游。那时，中建干部就开始
走出去推介自己， 争分夺秒进
行生态旅游招商引资工作。

2017 年，遵义的一家企业
被中建的乡村景色和中建人的
热忱所打动，拟投资 1.7 亿元，
以电影《大话西游》 剧情为蓝
本，打造中果河梦幻漂流景区。

由于抢得“先手”，使得景
区在高速公路开通不久就建成
开门迎客 。 2018 年第一年开
张就吸引了大量的城里人，成
为黔西县乃至毕节、遵义和贵
阳的一个网红夏季休闲消暑
景点。

与此同时， 中建的乡村旅
游也紧锣密鼓地迅速向集生态
观光、休闲农业、特色餐饮、养
生养老和文化体验为一体的全
域旅游度假区深度发展。

中建乡明确提出，检验党
建工作成效的核心标准就是
脱贫攻坚成果。 当充分利用和
挖掘“匝道经济 ”优势 ，“瞄准
城里人需求 ” 这一定位明确
后，中建乡党建工作的“链接”
机制高效运转起来，党建与各
项工作、各个机构的“链接”形
成常态：有计划地盘活农民闲
置老旧住宅 、自留地 ，结合当
地乡村文化 、自然景观 、生态
环境等乡村资源加以改造利
用 ，为游客提供品质高、服务
优、生态美的乡村休闲度假民
宿……

“我们有效利用村民的闲
置房屋，由投资方出钱改造，引
进毕节市旅投集团运营， 盈利
后投资方、 毕节市旅投运营团
队、村民、村集体四方按照 5:
2:2:1 比例分成。 ”中建乡副乡
长尹书谏介绍说， 去年用这种
模式来开发， 让初尝甜头的村
民赚了钱， 今年这个政策还没
出来， 就有不少村民主动找到
乡里要求合作。

党建工作围绕加快脱贫加
速发力，使“匝道经济”背景下
的中建乡热度持续升高。 由中
建乡投资主导的平台公司创新
筹划，积极运营，土味十足的乡
村旅游迅速发展。 到 2019 年 5
月，中建乡月亮湾休闲度假村、
中果河“大话西游漂流景区”作
为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正式挂
牌， 其中中果河景区今年已升
格为 4A 级景区。

2018 年，中建乡摘掉“一
类贫困乡”帽子。 至此，中建乡
依托境内旅游资源丰富且许多
景点距离高速公路出口“五分
钟车程圈”的优势，坚持“党建
引领、村民自治、农旅融合、振
兴乡村”的战略思路越走越宽。

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中建苗族彝族乡， 最突出
的地域标签就是“贫穷”。 正因为如此，这个民族乡
“有幸”进入贵州 100 个一类贫困乡之列。

而今天， 这个曾经的贫困乡让很多人“看不
懂”：这里不仅彻底告别了贫困，还成为方圆一两百
公里范围内城里人向往的美丽乡村打卡地。 2014
年，中建乡农民人均收入仅 2700 多元，到 2019 年
则跃升至 11000 多元。

奇迹起始于 2017 年。 仅仅 3 年，中建乡农民愁
脸“秒变”笑脸。 是一种怎样的“魔法”，让这个深度
贫困乡快速实现了华丽转身？

走进中建乡， 干部和村民口中使用频率颇高的
一些词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匝道经济”“产销零
缝隙”“四颗钉子”“党建决定作用”“订单大米”“小
程序”“乡村跑腿”“后备箱经济”……这些中建乡热
词的内涵，诠释了被赞誉为“中建链接法”的乡村振
兴的创新探索。

“中建链接法”的核心在于党建创新———形成党
建引领下的观念、产业、企业、配套措施、管理服务
等的有机“链接”机制，从而实现乡村与城市的市场
“链接”，使“软”机制以最快速度、最大效益转化为
脱贫致富的“硬”成效。

热词 1�“匝道经济”

中建乡大话西游景区

乡村产业瞄准市场需求，
让城里人满载而归，“中建链接
法”发挥神奇作用。

在中建乡的旅游旺季，随
处可见一群农民快递员， 游客
们称之为“乡村跑腿”。

“乡村跑腿”们送到游客后
备箱里的东西五花八门： 刚刚
从地里采摘的时令蔬菜、 树上
刚摘下的各种水果、 村民厨房
取下的农家腊肉、 带着余温的
土鸡蛋……中广村的吴仕均家
曾经是贫困户， 两年前他到中
果河梦幻漂流景区做保安后，
全家有了稳定收入。 他告诉记
者，去年漂流旺季，停车场和公
路上每天至少停有上千辆城里
来的小车， 走的时候后备箱装
的“都是我们的土货、鲜货”。

在中建乡，目前这样的“乡
村跑腿”几乎每个村有两名。 这
一去年 5 月才出现的“新职业”
多由村组党员干部兼任。

一位驻村干部感慨：以“后
备箱需求” 精准对应乡村农特
产业发展，直接对接城市市场，
农民增收自然就是实实在在可
以算得出来的账。

乡党委认为， 加快乡村旅
游发展， 中建乡重点必须解决

“四个问题”：游客吃什么、玩什
么、住什么、带什么？ 四个问题
考问的是旅游基础设施的提升
与完善， 以及农村产业规划及
发展。

中建乡虽然拥有良好的生
态资源 ，但耕地零碎 ，不适宜
规模化种植，加上世代交通闭
塞 ，生产力低下，产业基础几
乎为零。

但城里人的涌入及多元化
需求，恰恰满足了中建乡农业
特色的产业化推进和市场化
转型。 乡党委明确提出，要把
中建农业的劣势变成优势，各
级党组织和党员要积极发挥
农业种植小、快、灵的特点，带
领村民精准贴近市场和游客
的实际需求。

看准这一点后， 中建乡创
新推广专业合作社， 采取扶贫

资金折股等形式吸引贫困户全
部入社，其他农户以土地入股
的方式入社，瞄准游客的后备
箱需求，相继带动发展起羊肚
菌 、圣女果 、柑橘 、生态大米 、
樱桃、天麻、乌鸡、蜂蜜等乡村
产业。

游客需要什么，中建就“以
销定产” 发展什么， 将此作为
“后备箱经济”乡村产业的根本
导向。 去年，有游客提出希望在
中建有樱桃采摘， 于是中建干
部立即从纳雍县引进成年樱桃
树种植了 100 亩， 今年已迎客
摘果。

既有吃住玩， 还有可带回
家的乡村原生态农产品， 这让
中建乡成为很多游客的首选之
地。 不但黔西县城里的人来了，
毕节、 遵义、 贵阳的游客也来
了，甚至临近的重庆、四川等省
市的游客也慕名而来。

在外地打工创业的中建村
民，发现了家乡新的商机。

43 岁的陈建放弃在浙江不
错的生意， 回到老家营盘村投
资 500 余万元修建悬崖民宿。
陈建说：“我就是认准高速匝道
开到家门口， 村里旅游业也火
起来了， 一定会有很多城里人
来这里游玩住宿。 ”

2019 年 5 月 1 日开始营
业，悬崖民宿就爆满，这更加坚
定了陈建当初的选择。 今年他
继续加大投入， 投资 100 万元
新建一个滑草场。

32 岁的村民邓伦原本在菲
律宾承包了一家中餐食堂，干
得风生水起。 当了解到家乡近
几年惊人变化的情况后， 他毅
然放弃国外这份令村里人羡慕
的工作， 回家承包了 400 亩土
地，召集 40 多个农户成立了辣
椒种植合作社。

作为生态移民异地搬迁村
民， 营盘村上寨组王华果迁至
乡政府所在地的搬迁房后，一
直在省外打工。 他说，今年春节
回家发现中建游客越来越多，
决定不再出去， 准备在街上卖
卤菜。

精准脱贫的关键， 是各级
党组织把产与销各环节牢牢
钉死，实现两者无缝对接。

走进中建乡，“走进中建”
小程序的二维码随处可见，甚
至在黔西县城各小区电梯内
也可看到。

中建人的现代营销意识，来
自“四颗钉子”的创新。 村民们
口中的“四颗钉子”指乡党委、
村党支部、党小组和农村党员。

进一步诠释是： 党组织和
党员是脱贫攻坚战役的关键
力量，是榜样和典范，要像钉
子一样抓牢各个环节的工作。
尤其要在产业脱贫过程中，扮
演产销无缝对接的钉子作用。
在这样的要求下，党员干部们

“脑洞大开”，诞生了“走进中
建”小程序。

“依托大党建，党委的大政
策催生了中建乡的各种产业大
基地，产业基地连接的是公司合
作社和农户， 最终使农户生活
水平快速提高， 也就实现了乡
村振兴。 ”乡党委书记曾涛说，
这就是中建乡的快速发展的逻
辑链条， 其中实现精准脱贫的
关键，是产与销的无缝对接。

“党组织不但引导农民种
什么，还要主动对接市场和创
新营销渠道。 这样不仅牵住了
产销两端的‘牛鼻子’，还极大
地激发了农民的脱贫内生动
力。 ”毕节市的驻乡干部到中
建乡考察学习时说，这是中建
乡迅速摆脱贫困的重要经验。

2019 年 4 月，中建乡党委
决定充分运用互联网 ， 发展

“中建版乡村电商”，开创性地
将稻田种植与市场结合起来。

具体的做法是共流转村民
70 亩稻田， 并分为若干小块，
通过省农科院帮助引进优质
大米种子， 消费者通过手机

“走进中建”小程序认领，并立
上名字标识，每小块地保底收
割大米 25 公斤。 认购者在种
下秧苗后支付 200 元，丰收后
再支付 200 元，可以到现场收
购，也可以选择快递到家。

“还没种地， 我的订单大
米就被抢订一空了。 ”这样的
新式种地法，看得全村人目瞪
口呆。 人还是以前的人，田还

是以前的田，现在是客户先对
中建的“生态大米”下订单，然
后再照单种田。 但这种新玩法
生产出来的大米价格，从原来
的 5 元 1 公斤变为 16 元 1 公
斤，还供不应求。

截至今年春耕前， 中建乡
就接到了超过去年 20 倍的省
内外订单， 预计今年生态水稻
种植面积需增加到 1200 亩，才
能满足被“新玩法”打开的市场
需求。 也正是生态水稻的种植，
让杨启明一家的收入去年猛增
到 6 万元。今年，直接受益生态
水稻的农户将达 140 多户。

产销对接意识下诞生的
“走进中建”手机小程序，使消
费者打破时空，在任何地方都
可通过手机关注中建，并随时
选购这里出产的原生态大米、
刺梨干、乌骨鸡、天麻、蜂蜜、
菜籽油、 绿壳鸡蛋等产品，实
现农户与山外市场无缝黏合。

大政策催生了“小程序”，
“小程序”盘活了大产业，大产
业又带动了“小组团”。 围绕发
展旅游、特色农业产业等“大
产业”， 一批具有实力的民营
企业、 国有公司走进中建，乡
级产业发展平台公司、村合作
社不断壮大，各经营主体相互
补位、组团式发展。

目前，全乡 6 个村 (社区 )
均成立党支部领办的村 (社区 )
集体合作社，覆盖农户 902 户
3608 人， 带动发展羊肚菌、圣
女果、柑橘、生态大米、樱桃等
产业。 目前，中建乡正着手把
更多农产品纳入小程序，让中
建“链接法”机制，把中建乡旅
游、产业、合作社等紧密联结
在一起，形成组团发展。

为了统筹整合乡村资源资
产，中建乡投资成立了“农投公
司”，负责全乡农特产品的形象
包装、宣传推介、市场销售。 而
对农户自行种植的其他农产
品， 合作社以略高于市场价收
购后统一包装、统一销售。

2019 年，中建乡在梦幻漂
流、特色种养、旅游民宿三大
板块带动下， 乡村旅游使 590
多户村民户均增收 2500 元以
上。 目前，全乡 50%以上的农
户拥有了私家车。

中建民族乡三年脱贫，“走进中建”小程序盘活农旅大产业，全乡50%以上农户拥有私家车

热词 3�“四颗钉子”

中建乡民主村 500 亩坝区大棚基地，冬季栽培羊肚菌

中建乡休闲度假民宿民居 中建乡中果河“大话西游漂流景区”内体验漂流的游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