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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峨县发展木本粮油产业助力脱贫攻坚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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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1 天峨县木本粮油产业发展中心袁广西天峨 547300曰

天峨县脱贫攻坚指挥部产业专责小组袁广西天峨 547300冤

摘要 本文阐述了天峨县木本粮油产业发展现状袁总结了发展木本粮油产业助力脱贫攻坚的主要措施袁并提出了
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木本粮油产业发展中的现实关系袁以期为促进天峨县当地经济发展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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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本粮油广义上是指利用乔木尧灌木等木本植物
的种子尧果实尧花尧叶尧皮尧根尧汁液经加工制成的可供
人们食用尧药用或工业原料所用的产品遥 木本粮油产
业所用树种根系发达袁耐干旱和瘠薄土壤袁适种范围
广袁可有效防止水土流失尧改善生态环境袁具有良好的
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遥 然而袁丰富的木本粮油作物资
源在贫困地区未得到充分利用开发袁组织利用好木本
粮油作物在帮助贫困户脱贫和防止返贫等方面有很
强的现实意义

遥 基于此袁笔者就天峨县发展木本粮

[1-2]

油产业助力脱贫攻坚进行探讨遥

1 天峨县木本粮油产业发展现状
本文中木本粮油作物是指县域内常种的有社会尧
生态尧经济价值的核桃尧油茶尧板栗三大树种遥 天峨县
土地面积 3 196 km 袁人口 17.25 万人袁全县森林面积
2

12 130 户核桃开始挂果袁产量 125 t袁产值 500 万元曰有
300 户对板栗进行低产林改造并开始挂果袁产量达

700 t袁产值 560 万元遥 预计到 2025 年全县油茶产量达
7 000 t袁产值 11 200 万元曰核桃产量达 1 000 t袁产值

4 000 万元曰板栗产量达 3 500 t袁产值 2 800 万元遥 野十
三五冶 时期贫困户新种的木本粮油作物将进入丰产
期袁贫困户将人均新增加收入 1 000 元/年袁为稳增收
夯实基础袁补固短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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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木本粮油产业助力脱贫攻坚的主要措施

2.1 培植示范袁率先带动一片
野十三五冶 期间天峨县累计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

279 家尧家庭农场 255 家袁其中以木本粮油为主体的农

民专业合作社 14 家尧家庭农场 32 家袁覆盖了 44 个贫

困村 1 334 户曰大力支持有条件的乡镇尧村创建油茶尧

22.9 万 hm 袁森林蓄积量 855 万 m 袁活立木总蓄积量

核桃产业示范基地 27 个渊其中县级 3 个尧乡级 18 个尧

核桃 1.29 万 hm 尧油茶 1.18 万 hm 遥 数据显示袁2019 年

茶和核桃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或产业示范基地 渊园冤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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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8 万 m 袁森林覆盖率 82.6%遥 现有板栗林 1.54 万 hm 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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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峨县的主要油料作物为油菜和油茶袁其中菜油产量

为 270 t袁茶油产量为 840.24 t袁年人均食用茶油 4.9 kg曰

2020 年菜油产量为 300 t袁茶油产量为 1774.87 t袁年人
均食用茶油 10.29 kg袁比 2019 年增加 110%遥

野十三五冶期间天峨县新增种植核桃 2 130.1 hm2尧

油茶 12 337.8 hm2尧板栗林 2 503.5 hm2袁其中建档立卡
贫困户渊不含 2014要2015 年退出户冤4 060 户种植核桃

702.9 hm 尧油茶 6 785.8 hm 尧板栗林 213 hm 遥 1 980 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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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茶开始挂果袁产量达 1 500 t袁产值达 2 400 万元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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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级 6 个冤袁覆盖 45 个贫困村袁培植的县尧乡尧村级油
全县的 9 个乡镇 94 个村全覆盖袁核桃尧油茶分别从

2015 年的 1 593.33尧6 666.67 hm2 增长到了 2020 年的
1.29 万尧1.18 万 hm2袁增幅分别为 710%尧77%遥 板栗虽

然没有新增面积袁但通过高位嫁接尧测土施肥等措施
改良 1 万 hm2袁为种植户每人新增产值 5 000 元/年遥
2.2 落实扶贫资金袁制定奖励措施

2016 年以来袁天峨县委尧县政府研究制定了叶天峨

县脱贫攻坚特色种养业培育实施方案曳叶天峨县以奖
代补推进特色产业扶贫实施方案曳叶关于实施以奖代
补推进特色产业扶贫工作的补充通知曳叶关于对退出
户尧脱贫户给予以奖代补差异化补助的通知曳等奖励
措施袁如 2016要2017 年的产业奖励措施是针对贫困户

当年新种油茶面积 0.13 hm2 以上的袁 除补给苗木外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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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奖励 4 500 元/hm2曰2018 年调整为贫困户当年新种
油茶给予奖励 1.2 万元/hm 袁新种核桃尧板栗给予奖励

特地貎遥 若通过土地流转进行连片开发袁受长时期农

2

耕经济影响袁想重组土地资源难度较大袁放活林地将

7 500 元/hm 袁不再给予苗木补贴遥 2020 年受新冠肺炎

可能引来新一轮哄抢性毁林开发袁破坏原来的自然生

疫情和非洲猪瘟后续影响袁天峨县出台了叶关于落实

态遥 因此袁要做到统筹兼顾袁必须紧紧抓住弃耕从商尧

新冠疫情防控期间推进特色产业扶贫以奖代补政策

弃耕转业等闲置下来的零星地发展粮油作物袁该产业

的通知曳袁调整以奖代补政策门槛袁将贫困户当年新种

在一定时期内会在窄缝中求生存遥

2

油茶奖励 1.2 万元/hm 调整到 1.71 万元/hm 袁同时对

3.2 资源替代与政策扩展

补贴遥 这些奖励措施不仅提高了贫困户发展木本粮油

源等资源日益趋紧的态势下维持粮油供求平衡袁进而

产业的积极性袁还为改善民生注入新动力遥

保障国家粮油安全[3]遥 据相关资料预测袁我国 2020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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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要2019 年种植的油茶给予 11 970 元/hm 的抚育
2

2.3 落实贫困户产业发展指导员制度

发展木本粮油产业有利于在国家耕地尧水源和能

木本粮油产品产量可替代的稻谷产量为 596.46 万 t袁

天峨县共组织 15 个产业扶贫技术服务专家组尧

约为 2008 年稻谷产量的 3.08%袁可替代稻谷收获面积

户宣传短尧中尧长产业扶贫政策袁因地制宜选择产业袁规

形地貌丰富的天峨县袁因地制宜发展油茶尧板栗尧核桃

398 名产业发展指导员深入乡村开展指导服务袁向农

避市场风险遥 5 年来袁入户开展指导工作 3 934 人次袁

指导种植粮油作物 1 221.62 hm 袁惠及贫困户 1 474 户
2

为 90.98 万 hm2遥 在地理位置优越尧多山岭无平原尧地
等长效野铁杆庄稼冶袁可以增加优质粮油产品产量遥 这
意味着大大创新和扩展了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思路袁

5 754 人袁提升了贫困群众对木本粮油产业扶贫政策

这也是对粮食等食物系统进行的全面开发和对农业

的知晓率和种植技术水平遥

生态系统进行的全面改造遥 政府财政扶持要实现野三

2.4 紧盯主要风险点袁提高防范风险的能力和水平

化冶渊机制化尧制度化尧法制化冤袁要切实做到野三度冶渊加

推广野公司+合作社+农户冶野公司+贫困户冶野合作
社+贫困户冶等生产经营模式袁让企业引领贫困户抱团
发展袁通过以奖代补尧政策性农业保险尧金融贷款扶持

大广度尧加大力度尧加大深度冤袁除必要的资金支持外袁

还需要采取科技支撑尧财税优惠尧信贷支持等措施[4]遥
3.3 宣传与指向

等惠民政策化解增产不增收和发展中资金链断缺的

木本粮油作物是乔木尧灌木等木本植物袁是荒山

矛盾袁提升扶贫产业应对风险能力袁保障扶贫产业生产

荒地造林尧退耕还林还草尧长期巩固绿化成果的优良

安全袁确保贫困群众脱贫增收致富遥 5 年来袁广西农村

经济林袁其枝繁叶茂尧花果丰硕袁通过光合作用袁能有

信用合作社天峨县分社发放信用贷款 31 400 万元给

效减少温室气体含量曰同时其产品经过加工后可替代

产业 825 户尧3 736 万元袁核桃产业 34 户尧131 万元袁

食结构多元化尧生命健康长寿具有促进作用遥 木本粮

4 929 户贫困户用于发展木本粮油产业袁其中用于油茶

部分粮食和动物油脂袁对推进以植物性食物为主尧膳

板栗产业 14 户尧69 万元曰有 5 267 户木本粮油种植户

油作物生长周期长袁因而应将木本粮油产业宣传的重

3

平衡稳定上袁使木本粮油产业成为农民致富和持续发

渊含示范户冤获得政府以奖代补资金 3 637.2 万元遥

正确认识和处理木本粮油产业发展中的现实

点放在木本粮油产业与土地当量比尧健康工程和生态

关系

展的活水源头遥

3.1 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

3.4 科技支撑与人才培育

2020 年 11 月 24 日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尧国

目前袁木本粮油产业朝精尧深发展袁由传统作坊式

家林业和草原局尧科技部尧财政部尧自然资源部尧农业

经营向现代化尧专业化尧高科技转变遥 在彻底改变加工

农村部尧中国人民银行尧市场监管总局尧银保监会及证

方式后袁对木本粮油的原料需求量增加袁对品质的要

监会等 10 个部门联合印发意见袁提出要科学利用林

求提高袁这些量与质的改变需要科技人才来支撑袁要

地资源袁完善资源管理政策袁鼓励利用各类适宜林地

在培育高产尧优质尧多抗的木本粮油新品种上下功夫袁

发展木本粮油和林下经济袁 放活林地等土地流转政

在提高粮油林高产培育技术水平和生态管理技术水

策袁鼓励合法流转集体所有荒山尧荒丘尧荒地尧荒沙尧荒

平上下功夫袁在提倡粮油林矮化密植尧集约化种植和

滩等未利用地经营权遥 目前袁天峨县的集体林地大多

林木抚育尧土壤管理尧病虫害防治等上下功夫袁在研制

数承包到户并且种植了以杉木为主的树种袁可种植木

生物制剂如高效低毒农药尧生物肥料尧生长调节剂等

本粮油作物的土地为新退耕地遥 这些地的特点是地块

上下功夫袁在水土保持尧区域资源优化配置和经营管

分散尧面积小渊不足 0.07 hm2冤尧远离居住地且多为喀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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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上下功夫袁在提高人才能力素质上下功夫遥

韦名壮等院天峨县发展木本粮油产业助力脱贫攻坚探讨

4 结语

前进袁为脱贫攻坚的圆满收官和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袁产业扶贫是最直接尧最有效

能力与智慧遥

的办法袁也是增强贫困地区造血功能尧帮助群众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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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使用袁真正用在了建设村级公益事业尧解决群众生
产生活困难上袁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袁让广大村民

要以股权为纽带袁将分散的个体汇聚在一起袁最大限

真正共享发展成果袁从而提高了村级党组织的凝聚力尧

度激活农村的闲置资源和资产袁增加农民收入袁为农

号召力和战斗力袁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袁为打

村发展注入新动力 曰二是要把村级组织尧新型农业经

造宜游尧宜居尧宜业的新龙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遥

[3]

营主体和农民紧密联系在一起袁不断增强村级党组织

5 野三变冶改革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的凝聚力尧战斗力尧号召力袁提高群众对党的信任度袁

5.1 部分群众观念陈旧袁参与野三变冶心存顾虑

夯实党的群众基础曰三是要吸引更多生产要素入股袁

一是部分群众观念陈旧袁存在等尧靠尧要的依赖思

强力引进社会资本袁形成规模效应尧集聚效应曰四是要

想曰二是对野三变冶改革的前景心存顾虑袁担心自家土

丰富股权形式袁实现参股人群野多途径冶分红袁既要有

地或林地资源入股得不到分红袁担心资金入股后有去

保底股袁也要有效益股袁实现多方受益尧长远发展袁为

无回袁参与改革的信心不足曰三是农村的留守老人和

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奠定坚实的基础 遥
[4]

4.1 党组织领导是核心

儿童居多袁文化程度不高袁对改革的理解能力不足[5]遥
5.2 对股份运作风险缺乏监管

龙山村野三变冶改革始终在村党总支的领导下进

重点要防范生产经营风险尧资金安全风险尧权益

行袁紧紧把握政策方向袁发挥领导核心作用袁把村级组

缺失风险袁应强化法律服务尧严格股权管理尧指导合同

织尧合作社尧农户有效连接起来袁形成完整的致富产业

签订尧监督合同履行袁维护农民尧村集体和经营主体的

链袁为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遥

合法权益[6]遥 可以设立风险准备金袁用于农业产业风险

4.2 选好路子是关键
龙山村党总支紧密结合村情实际袁因地制宜袁充

补偿尧野两权冶抵押风险准备等袁防范野三变冶改革潜在
风险遥

分发挥地理区位尧自然环境尧传统文化等资源优势袁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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