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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交流
建成战略性结对帮扶伙伴

2017年 10月，清涧县与扬州市
经济技术开发区确定了对口帮扶关
系后，全面建成了战略性结对帮扶
伙伴，双方在人才交流、产业合作、
劳务协作、资金支持、社会帮扶与

“两不愁三保障”、携手奔小康等方
面积极探索，研究制定了《苏陕扶贫
协作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清涧县深
化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清涧扶贫协
作与经济合作工作实施方案》《建立
扬清扶贫协作与经济合作工作联席
会议制度的通知》《苏陕扶贫协作扬
清产业合作优惠政策实施意见的通
知》等一系列推进结对帮扶的措施
办法，进一步明确了工作目标和
任务。

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与清涧县
联合举办了招商引资推介会，分别召
开了招商引资及企业交流工作座谈
会、乡村振兴研讨及镇村结对工作座
谈会、人才交流工作座谈会，专题研究
部署苏陕扶贫协作工作，为促进两地
的交流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通过到扬州一年的交流学习，
我在文化旅游发展方面学到了很多
知识，特别是他们文化旅游发展的
新理念、新思路。回来后我将把所
学到的新经验、新做法运用到清涧
县旅游文化的发展中，进一步促进
清涧县全域旅游发展升级。”清涧县
文旅局副局长刘智华说。

据了解，2017年以来双方先后召
开各类会议12次，互相交流学习143
人次，两地选派交流挂职干部13名，
36名专业技术人才来清涧参与支教、
支医、支农工作。

转变观念
建厂办企业让群众有活干

自苏陕扶贫扬清协作开始以来，
清涧县依托扬清协作政策机遇，充分
利用当地农业产业优势，挖掘出一批
小而精、短平快的特色村集体产业，通
过让群众到企业务工、参与农特产品
销售、年终分红等模式来带贫减贫。

“以前只种一些庄稼，没什么收
入，今年我们村建起小米加工厂，我
不用外出就可以在家门口上班，每月
还能赚到 2400元工资，效益好了还
给我们加工资，我感到很满足。”在清
涧县乐堂堡便民服务中心曹家沟村

醉美小米加工厂上班的贫困户杨东
强说。

据曹家沟村党支部书记杨东旭
介绍，醉美小米加工厂总投资560万
元，其中苏陕扶贫资金投资达100万
元，小米加工厂建成后年加工小米产
量达1800吨，可解决400亩谷子的销
量问题，带动贫困户 70户 168人，
2019年之后，全村270户773人可分
红受益。

蓬勃发展的特色村集体产业盘
活了农村经济，给农民们发展致富吃
下一颗“定心丸”。在宽州镇富宽薯条
加工厂，工人们正忙着在生产线上加
工产品，这些工人都是当地村民经过
培训后应聘上岗。同时引导有一定
市场经验的“能人”、致富带头人来参
与经营村集体经济。现如今，这些村
集体经济已经成为当地产业转型“升
级”发展中的中坚力量。

靶向施策
产业升级让贫困群众有钱赚

在苏陕扶贫扬清协作的资金支
持中，清涧县紧盯县域产业短板弱项，
制定多项企业孵化政策，先后投资建
设清涧食品加工、原料加工等民营小
微企业，并吸纳服装生产加工、饲草加
工、旅游文创产品等企业项目，极大地
拓宽了清涧县县域经济格局，丰富了
产业类别。

清涧县京风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就是通过企业孵化政策扶持起来的
小微型食品企业，现如今已经进入运
营阶段。京风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负
责人张京风说：“以前我只有一个小
厂房，机器设备也不够先进。现在好
了，苏陕协作扶贫资金给我这里投资
150余万元，根据我们的需要购买烤
箱、包装机等设备，还为我们装潢了
厂房，新建厂房将带动 20余户贫困
户就业。”

据悉，今年清涧县先后投入苏陕
扶贫资金 1700万元，投资建成运营
醉美小米加工厂、富宽薯条加工厂、
辛关村炒米加工厂等 5家特色村集
体产业和 7个小微型民营企业孵化
项目。预计年产值达67887.5万元，
将带动300余人务工就业，增收675.6
万元，带动杂粮种植2000亩，直接分
红98.41万元。

清涧县发展改革和科技局负责
人朱怀河说：“我们今年建设投产运营
的这些特色村集体产业和小微型民
营企业可以有效破解我县在农业产
业中遇到的瓶颈，同时还可以解决一
批劳动力就业，带动一批贫困户致
富。”

目前，苏陕扶贫扬清协作共在清
涧县投放项目支持资金5000余万元，
在助推清涧县产业转型“升级”的同
时，在教育、文化、卫生、科技等领域也
不断合作拓展，加强双方多领域、深层
次交流协作，实现互利双赢、共同发
展。 文/图 秦小平韩晓妮

转观念 促成效
扬清协作助推清涧产业发展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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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协作联席会现场

热情推介
陕西诚邀客商共赢

简短的开幕式上，陕西省商
务厅副厅长王宏伟细数陕西历史
文化资源，倾情推介陕西。王宏
伟说，为推进落实陕西省委十三
届五次全会精神和省上工作部
署，以“抢抓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新
机遇，推动陕西追赶超越新发展”
为主题，进一步扩大陕西省与粤
港澳大湾区，特别是和深圳市在
产业互动、科技创新、金融服务、
现代物流、农产品推广等重点领
域交流合作。陕西省委、省政府
高度重视，今年首次由陕西省委
书记胡和平、省长刘国中率领陕
西党政代表团在活动周期间来穗
考察学习交流。

王宏伟介绍，陕西是中华文明
的重要发祥地，也是一个农业科技
强省和农业生产大省。古有农耕
始祖后稷教民稼穑，今有杨凌农科
城驰名中外。黄土高原、关中平

原、秦巴山地的不同地貌，造就了
丰富的农特产品种类。这里，北有
红枣杂粮，南有山珍奇货，拥有苹
果最佳产地，陕西苹果更是名扬海
内外。富饶的关中平原不仅是粮
食主产区，也逐渐发展成瓜果、蔬
菜、畜禽的多种经济作物基地，秦
岭北麓是猕猴桃最佳优生区，拥有
猕猴桃天然园区。2018年陕西省
水果面积达 1670多万亩，总产量
1560多万吨，苹果产量达到 1008
万吨，占全国的1/4和全球的1/8，
产量和品质均居全国第一；猕猴桃
产量达 95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
一半以上……

王宏伟说，希望深圳的客商和
陕西的参会企业能抓住这次难得
的契机，充分沟通交流，对接洽谈，
达成合作意向，使陕西名优特色产
品更多地进入珠三角市场，摆上深
圳市民的餐桌，满足广大深圳市民
的消费需求，也希望来参展参会的
陕西企业借此良机，多向发达城市
学习，寻求更多商机，实现合作
共赢。

陕粤经贸
交流合作引向深入

深圳市商务局副局长周明武告
诉记者，陕西人杰地灵，物产丰饶，是
中华民族及华夏文化的重要发祥地
之一。希望借助此次展销活动，继续
推动陕西省与深圳市的商贸合作交
流，助力陕西名优特色产品开拓深圳
市和粤港澳大湾区市场，辐射海外市
场，名扬四海，誉满五洲。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两省经贸
合作往来频繁，我省以陕粤港澳经济
合作活动周为契机，高度重视承接广
东发达城市的产业转移，连续多年组
织重点企业和人员参加广交会。自
2000年以来，广东省连续参加我省
举办的丝博会暨西洽会。特别是在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过程中，陕西与
广东在经贸、能源、旅游、文化等领域
的交流合作不断深入，成果丰硕。
2019年1-10月在我省投资合作项目
742个（含续建），总投资1.1万亿元，
占我省引进内资总额的14.6%。投
资行业涉及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
能源环保、房地产、文化旅游、批发和
零售业等各个领域。

陕西味道
惊艳鹏城市民味蕾

如今，陕西美食倍受中外游

客喜爱，在陕西名优产品展销活动
美食展示区，陕西名优地方特色小
吃，风格各异，各类小吃如凉皮、肉
夹馍、泡馍、臊子面、陕北羊肉等等
美食吸引了大量深圳市民。

昨日上午，不少深圳市民走进
展馆观看并了解产品。在猕猴桃
展柜前，深圳市民刘大鹏品尝猕猴
桃后，伸出大拇指表示非常好吃，
味道特别棒，当即买了两大箱。

刘大鹏说，自己虽然不是陕西
人，但与陕西有着美妙的缘分。自
己曾在陕西上了四年大学，而且自
己的妻子也是西安人，每年都去西
安。对于陕西和西安的美食都很
熟悉，这次的展销会，让他品尝到
了正宗的陕西味道。

“我一连吃了油泼面、陕北铁
锅羊肉和澄城水盆等几样小吃，感
觉味道比深圳吃的要地道很多，我
一会还要打包凉皮带回家让妻子
尝尝。”刘大鹏说，自己在品尝美食
的过程中还特意发了朋友圈，没想
到公司同事纷纷询问地址，想前来
品尝。

今年60岁的曹工，30年前是
个地道的西安人，基本没离开过
西安，1989 年他和妻子离开西
安，前往深圳打工。离开家乡多
年的他昨天独自一人来到了展
销会美食展示区，他点了一碗宝
鸡擀面皮和一个肉夹馍，他并没
有着急吃，而是打开了微信，与

妻子视频。
曹工告诉记者，自己从小生活

在大雁塔后村附近，多年前曾回去
过几次，但西安变化之快让自己感
觉已经成为了一个外地人。虽然离
开家乡多年，但心里始终想回西安
居住，今年自己退休了，打算以后冬
季在深圳生活，夏季在西安生活，这
样也能缓解自己和妻子的思乡
情绪。

易朝中是在深圳上班的陕西
汉中人，说起自己刚品尝biangbi⁃
ang面的感受就俩字“过瘾”。他一
边擦着头上的汗一边告诉记者，吃
面前，我特意让做面的师傅多放了
一些辣子，没想到辣得自己满头大
汗，吃辣子不如从前了，但就是这
个辣味让自己找到了家乡的感觉，
让自己觉得很过瘾。

其实“抢手”的不只是肉夹馍，
记者发现围在凉皮展位前的市民
也络绎不绝，经营擀面皮的王炳琪
告诉记者，他家的擀面皮在全国都
有连锁店，也算小有名气，很多外
地客商都会通过线上购买。这次
他带来了一些新品种，希望能在深
圳推广，没想到深圳市民在品尝过
后很认可。

本报特派深圳记者谢斌

陕西名优产品亮相深圳

尝了猕猴桃 市民连称好
作为第九届陕粤港澳经济合作活动周的重要活动之一

——陕西名优产品（深圳）展销活动12月2日上午在深圳大中
华国际交易广场正式开展。标志着第九届陕粤港澳经济合作
活动周正式拉开帷幕，这也是陕西与粤港澳的第九次牵手。本
次陕西名优产品展销活动为期3天，陕西美食以雅致迷人的风
姿盛装亮相温暖如春的鹏城深圳。

“陕”亮粤港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