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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Special Reports

姻 本报记者 樊瑛 张建忠

道真，贵州脱贫攻坚主战场之一。

5 月 13 日，茅台集团结对帮扶道真县满

五周年。

五年来，数万茅台人与这里心手相连。

五年来，茅台人用初心、匠心、恒心帮扶道

真。

800 多批次、5000 余名茅台人进驻道真，

雪中送炭做好人心工程；茅台投资铺就 3100

公里的产业路，摸索出了“村级合作社 + 能人

+ 散户”的振兴乡村经济模式。

帮扶工作人员走村串户，对话桑梓听民

情，想方设法解民意，有力推进各项帮扶措施

落实，在点滴浸润中帮助亲人脱穷志、断穷根、

换穷业、改穷貌。茅台人在改变乡邻的同时，也

悄然改变着自己。

于细微处见真情，于细微处聚民心。

“投入最多、参与最广、用情最真、做得最

好、群众最认可”———来自道真百姓的“鉴定”

令茅台人倍感自豪。

扶贫扶长远，长远看产业。茅台从产业扶

贫入手振兴乡村经济，精准帮扶道真脱贫，实

现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让贵州山区的穷

亲戚过上好日子，这不仅是一家千亿级特大企

业投身扶贫攻坚的鲜活样本，更是这家知名品

牌责任担当的折射与聚焦。

5年帮扶———
茅台集团产业扶持计划再升级
道真刚于 2019 年成功“摘帽”，而庚子年

的春天一波三折，疫情之后，又逢雹灾，稳不稳

得住刚刚站住脚的脱贫局面，成为严峻考验。

乡村经济亟待扩容，更要增加韧性。经不

起折腾，缺少信息，让村民显得保守，难得的是

茅台集团在道真扶贫的柔软和守护、谋定而后

动，推动这片山区一步步迈向广阔天地。

今年，茅台集团的产业扶持计划还在升

级。4 月 1 日，茅台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卫

东赴道真县调研茅台帮扶工作并召开座谈会。

会议明确茅台集团捐资 4000 万元帮扶道真

县，其中，按照每个村 500 万元，共计 3000 万

元，用于茅台集团 6 个扶持壮大村发展村级集

体经济项目；1000 万元作为防范特殊情况发

生的兜底保障资金。

5 月 13 日，茅台集团结对帮扶道真县满

五周年。

五月阳光暖，酿酒正佳期。

赤水河畔的茅台集团迎来一年一度酱香

酒生产的黄金轮次，一粒粒红高粱正经历蒸

煮、摊凉、翻造等酿造工序，完成从高粱到佳酿

的演变。

距离茅台镇 300 公里外的道真自治县玉

溪镇巴渔村，一场嬗变也在上演———昔日的千

亩撂荒地已悉数种上了高粱苗，在当地群众的

精心伺弄下，发芽吐绿，生机勃勃。待到丰收

时，这里出产的红高粱，将成为酿造茅台酱香

系列酒的上好原料。村民何权生最近把自家地

里的作物全部换种了高粱。他算了笔账，1 亩

高粱均产 700 斤，茅台保底回收价 3 元/斤，一

亩收入 2100 元，是过去种传统作物的 3 倍！

同在道真，五一小长假期间，一拨拨游客

纷至沓来，让大磏镇文家坝村开农家乐的庞兴

辉赚了个盆满钵满。“多亏了这些年茅台帮忙，

路好了、水通了、环境变美了，城里人都愿意来

这里耍。”庞兴辉感触颇深。

这两幕，距茅台集团“牵手”帮扶道真，正

好 5 年。

5 年，1800 多个日夜，茅台人不忘初心、秉

承匠心、永葆恒心，下足绣花功夫，把产业链条

深深“扎进”这片曾经大山阻隔、峡谷横断的仡

乡大地，与 35 万道真各族人民并肩书写了精

准扶贫的精彩篇章。

不忘初心———
牢记国企担当助力仡乡巨变

对于茅台而言，道真是相隔 300 公里的

特殊“亲戚”。这个连接黔中、成渝两大城市群

的咽喉要塞，南距贵阳 310 公里，北至重庆

150 公里，本应左右逢缘，然而夹在大娄山和

武陵山两大山脉间，只能任得芙蓉江倒映突兀

翠岭，300 万年前第四纪冰川后残留的银杉林

绝美而孤寂。

全县 2156 平方公里的水土养 35 万人，回

到 2015 年 5 月 13 日，茅台需要解决的问题

是，要如何找准发力点，才能最大化企业公益

的效能，推动道真摆脱封闭，发挥自然资源优

势，为两大城市群提供包括特色农产品在内的

配套，进而嵌合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局中去。

2015 年 11 月出台的《茅台集团基层党组

织结对帮扶道真县贫困村工作方案》，提炼出

三个具有茅台特色的扶贫模式：

其一，是“60·48”工程，即全集团 60 个基

层党组织，成建制结对帮扶道真全县 48 个贫

困村；

其二，是“金融撬动、交通拉动、产业带

动、党建联动、人才驱动、教育推动”的“六动”

扶贫模式；

其三，即“品牌带产业、企业带基地和合作

社带农户”的“三带”模式。时隔五年，茅台扶贫

模式在道真交出了一张高分答卷。

茅台的作风，在于将事做到极致。比如修路，

就要到门到户。2015年至 2019年，由茅台集团

资助累积修建的产业路达 3100余公里，从最高

海拔麻抓岩 1939.9米，到最低海拔芙蓉江出境

处 317.9米，成为道真身体里的“毛细血管”。

纵向比较更能理解这一变化，2014 年，道

真全县 277 个建制村中有 92 个村公路未硬

化，200 个 10 户以上集中居住的寨子未通公

路。于是，通路在道真，成了最受欢迎的善行。

贴息 5000 万元资金帮助道真融资 3 亿

元，捐赠 4000 万元打造文家坝小康示范村，建

设文化广场、旅游接待中心，实施综合管网改

造、道路建设改造等项目，改变村容村貌，提升

村民生活水平……截至 2019 年 12 月，茅台集

团已投入 2.72 亿元资金用于帮扶道真。

大山无言，幸福有期。

茅台、道真携手攻坚 5 年间，道真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 16728 户 63599 人如期“清零”，

2019 年顺利通过贫困县脱贫退出专项评估。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1278 元，行

路、吃水、就医、上学等难题逐步改善……仡乡

道真发生了历史性巨变！

秉承匠心———
酿酒“工匠精神”实施精准扶贫
洛龙镇，山高坡陡沟深，由北而东与重庆

武隆接壤，距道真县城 54 公里，公认的全县最

偏远乡镇。

2020 年 5 月 13 日午后，洛龙镇五一村依

然雾气升腾。透过雾幕，平整土地的挖掘机若

隐若现，隆隆推土声中，原本崎岖的地块正逐

渐连片，不日将“变身”孕育致富希望的食用菌

示范园。

“100 个食用菌大棚还未建好，已经预订

出去了 30 多个。”五一村村委会副主任姚永超

说，茅台品牌就是有信誉，听说茅台来帮扶产

业，不光是本村群众，周边村的百姓都闻风而

动跑来报名。

山地发展农业不比平原，难上还要加难！

茅台帮扶道真，下的是绣花功夫，用的是

匠心之道。

作为中国民族品牌的旗帜，茅台人对“工

匠精神”的坚守与传承，让茅台酱香美酒成为

飘香世界的中国名片。

紧扣“道真所需、茅台所能”，茅台人亦秉

持一颗匠心，精准施策、精准发力。

道真所需———围绕正在实施的“菜县菇

乡”农村产业革命，茅台集团捐资 1290 万元打

造三桥镇食用菌产业扶贫示范园，目前已建成

237 个产业大棚，按照“一户两棚”的发展模

式，带动 160 余户贫困户稳定就业，户均增加

纯收入 5 万余元。今年再支持打造蔬菜种植示

范基地 20 余个。

茅台所能———依托自身优势，将农民纳入

白酒产业链条，2019 年发展茅台酱香系列酒

用高粱 1 万余亩，约 2610 户 9135 人受益，户

均增收 6780 元。2020 年计划发展 2 万亩，真

正为当地建成可持续发展的产业，留下永远不

走的“帮扶工作队”。

“脱贫地标”茅台造，“茅台出品”聚人心。

5 年来，在道真的山水之间，茅台集团帮

扶建设的食用菌产业园、蔬菜示范基地、高粱

基地等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被当地群众

亲切地称为“茅台帮扶园”。

在茅台人看来，只有以匠心培植出有规模

效益的产业链条，才能让贫困群众拥有自己站

起来的希望、站得稳的支撑。

永葆恒心———
脱贫不脱钩放眼乡村振兴
春节过后，平模镇平模社区的冯育群，经

常接到浙江乐清服装厂同事打来的电话。当大

家还在为不能正常返工而担忧时，他却放弃了

外出的心思。

从他家望出去，茅台帮扶的食用菌产业园

建设正如火如荼，冯育群已经预定了 2 个大

棚。他说，按照 1 个棚一年收入 2 万到 3 万元

的收益来算，收入不比外出打工差。

据了解，道真全县 6 万多外出务工人员，

今年春节回来 4 万多人。受疫情影响，有 1 万

余人留在了家里。得益于茅台脱贫不脱钩的持

续帮扶，道真在面对疫情这道“加试题”时，有

信心确保不让一户贫困户返贫。

2020 年，茅台继续捐赠 4000 万元帮扶道

真，重点帮助 6 个村实现“一村一产业”，巩固

好帮扶成果，防止返贫和新的贫困发生。

在河口镇竹林塘村、大磏镇文家坝村、隆

兴镇莲池村、旧城镇河西村、平模镇平模社区，

各新建食用菌大棚 50 个，由村集体经营管理，

租赁给农户种植食用菌，由落户道真的专业公

司提供菌棒、技术服务，并保底收购；玉溪镇池

村村主导产业是钩藤，拟新建钩藤加工厂，从

事全县钩藤产业加工。

大山深处，走来了“茅台干部”“茅台老师”，

迎来了“茅台经销商”“茅台合作伙伴”……以茅

台之优补道真之短，不仅成为缩短差距的加速

器，更激活了道真人奋起直追的内生动力。

在道真自治县委书记路斌看来，茅台给道

真带来的新理念、新观念，相比物质更具有长

远意义。而道真也希望搭上茅台这艘“巨舰”，

不断借船出海、借梯登高。

变输血为造血，茅台早已开始谋划。

当下，茅台正计划利用自身品牌优势，携

手电商推动道真特色农产品“出山”，让农民坐

在家里就能把产品卖往全国各地，走向更广阔

的市场。

茅台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卫东表示，

面对“冲刺 90 天，打赢歼灭战”，茅台将进一步

巩固提升完善脱贫攻坚相关工作，尽到茅台应

尽之责。未来，茅台也将主动作为，勇担国企责

任，履行国企担当，尽全力为道真高质量发展

提供全方位支持。

茅台，这一旗帜性品牌，正通过具有茅台

特色的精准扶贫之“道”，让贵州大山里的穷亲

戚过上好日子，在道真这片仡佬族千百年聚居

的土地上，描绘着乡村振兴的美好未来。

茅台帮扶道真
让贵州大山里的穷亲戚过上好日子

● 茅台集团助力道真修建的“小康路”，打通脱贫增收的“最后一公里”

● 茅台集团援建的三桥镇食用菌产业扶贫示范园

● 河口镇梅江村村民张文柳拥有 2 个食用菌大棚

●茅台驻道真帮扶工作队队员在田间地头给老百姓算“增收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