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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果飘香 民区和美
——仁和区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系列报道之三

9 月初，记者来到福田镇印子山，
蜿蜒崎岖的山间公路两旁是一片片芒
果林。据当地群众介绍，过去印子山杂
草丛生、乱石林立，后经当地村民凿石、
开荒，种下芒果苗，才让“石窝窝”变成
现在郁郁葱葱的芒果园，芒果已成为当
地群众致富奔小康的主导产业。眼下，
这里的芒果已卖完，村民开始忙着管护
芒果树。

在金龟村梅子箐组移民安置点，
48户凉山自发迁居来的彝族群众按统
一规划自建的新房已基本完工，有的已
搬进了新房。走进吉克阿洛家时，他跟
妻子正在院坝打扫卫生。他家的轻钢
别墅装饰一新，家具家电齐全。

“这些年，全靠党的政策好，让我们
在这里安了家，还分了土地，通过政府
引导种植芒果，家庭收入逐年增加，现
在生活越来越好。”吉克阿洛说，他家种
植芒果约20亩，近几年平均每年有七
八万元收入。

“我们组共有59户340多人，在肋
巴山这边种了 3000 多亩芒果。”梅子
箐组组长曲么古布说，通过发展芒果产
业，村民逐渐摆脱贫困，过上了好日子。

产业是经济之源、就业之本，也是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跨
越式发展的动力所在。由于自然、历
史原因，少数民族地区尤其偏远少数
民族地区产业基础薄弱，经济发展水
平低，严重制约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向前发展。

福田镇是仁和区的“西大门”，有居
民 4757 人，少数民族占比超过 58%。
为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的民族工作，福
田镇通过发展农业产业、完善基础设
施、传承彝族文化等措施，实现各民族

“团结、进步、发展”，加速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步伐。

在农业产业发展中，福田镇曾进行
了多方探索，但收效甚微。后来，该镇
把芒果种植作为扶贫突破口进行探
索。2011年，芒果种植面积虽有3000
余亩，但因为缺乏技术支撑，当时种下
的果树都变成了“风景树”，一些芒果种
植户还因产量低等原因亏了本。

金龟村农民熊光诚2006年种植了
50 亩芒果树，经过 5 年的生长开始挂
果。“当时，果子结得很少，50亩芒果结
的 果 子 只 卖 了 6000 元 ，亏 了 2000

元。”熊光诚说，当时，家里住的是老房
子。为了改变贫穷状况，他借钱承包荒
山种芒果，本指望靠着50亩芒果致富，
但芒果年年种、年年亏，家里的生活也
只能靠向亲朋好友借钱维持。

福田有 53 平方公里的宜农荒地，
发展芒果产业大有空间。2011 年至
2020年，市、区民委在总结混撒拉村芒
果产业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在福田镇累
计投入民族资金600余万元建成万亩
芒果基地，配套完善机耕道、提灌站、蓄
水池等基础设施，建设芒果科技成果转
化示范基地，采取“专家+示范户+对子
户”的模式开展科技新成果、新品种、新
农资推广应用，创立了科技“精、准、快”
产业扶贫的“福田模式”，引导村民大力
发展芒果产业。

熊光诚等农户被选为第一批示范
户。根据新的培训模式，市农科院专家
团队对示范户们进行一对一的实际指
导。在培训中，专家们以果园为课堂，
每月只讲当月农时内容，着重讲授实际
操作技巧，手把手做出示范样板，当场
指导并教会种植户相关操作。示范户
遇到技术难题可向专家团队反馈，并能

及时得到解答。
“以前不知道情况就随它长，经过

专家指导，才知道芒果枝条需要一定的
密度、空间、阳光。”熊光诚说。2014
年，熊光诚家芒果园里的芒果树开始大
面积挂果，芒果产值达8万多元；2015
年，芒果产值达到15万元，他欠下的债
务全部还清。

经过专家们的技术培训，示范户们
基本掌握芒果种植技术，芒果种植开始
扭亏为盈。结合这一情况，市农科院专
家又通过“示范户+对子户+普通农户”
的户户结对，培育了大量芒果种植的

“土专家”。经过多年结对培训，全镇芒
果示范户达到 46 户，对子户达到 465
户，实现了农家户户都有芒果种植技术
明白人。

“福田模式”推动全镇芒果产业不
断发展壮大。2019 年，福田镇芒果种
植面积达 3 万余亩，全镇人均芒果种
植收入达到 7859.48 元，占全镇农村
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40%。如今，芒果
已成为福田群众增收致富的“金果
果”，产业发展也促进了各民族团结
进步。

金秋时节，走进仁和区大
龙潭彝族乡混撒拉村，路边山
上的万亩优质芒果林成片铺
展，芒果飘香，乡亲们脸上洋
溢着幸福和喜悦。

芒果地里，村民在忙着采
摘、运送芒果；收购站，工人们
忙着分拣、包装芒果，一派丰
收的忙碌景象。混撒拉村党
总支书记曹加香说：“我们村
彝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56%。
让彝族同胞过上幸福生活，靠
的就是万亩芒果林。目前全
村共种植芒果 19800 亩 ，
2019年人均收入25600元。
今年芒果产量约12000吨，现
在已卖了三分之二，近段时
间，凯特芒果大量上市，平均
每天外销二三十万斤。”

芒果，不仅让仁和区民族
地区群众日子甜了起来，更
带动了数以万计的群众脱贫
致富。

□本报记者 王南桢

走进混撒拉，村委会后面的一栋欧
式别墅格外醒目。村民李天翠说：“这
房子是我家2012年修的，加上装修共
花了100多万元。修房子的钱全靠种
植芒果。今年的芒果刚卖完，因芒果被

‘雪蛋子’打了，只卖了10多万元，去年
卖了40多万元。”

混撒拉村曾是省级贫困村，村民居
住着破旧的“土长房”（土长在房顶上），
照明用松明子，大部分家庭在温饱线上
挣扎。

“以前，靠种水稻、玉米等农作物，
生活十分困难，供孩子读书只有卖鸡卖
蛋。后来在政府的扶持下开始发展芒
果产业，家里的生活发生了巨变。”李天
翠说，她家种了六七十亩芒果，每年靠
芒果收入三四十万元，如今，一家人住
上了别墅，买了车，过上了幸福生活。

在混撒拉，像李天翠一样修建小别
墅的还有20多户。站在混撒拉山上放
眼望去，一栋栋小别墅点缀在万亩芒果
林中。别墅外，平整的水泥路通往各家
各户，道路两旁栽种了花草。

从省级贫困村到如今的“小康村”

和“四川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寨”，这
一翻天覆地的变化来源于一笔12万元
民族资金的撬动。

上世纪90年代，为了摆脱贫困，混
撒拉村支两委苦苦探索致富之路。经
过考察学习、试种等努力，村支两委决
定利用集体荒坡，建设集体芒果示范
园。但当时村集体经济只是一个“空
壳”，根本没钱购买水泥、钢管、树苗等
物资。

1992年，市、区民委得知混撒拉村
面临的困境后，通过调查、论证，将省民
委下达的一笔12万元少数民族发展周
转资金“借”给混撒拉村。有了资金，村
支两委发动村民自带干粮上山，投工投
劳，用了不到两个月时间，在500亩荒
山上建起一个设施较为完善的标准化
芒果园，成为攀西地区迄今为止唯一的
集体果园。

集体芒果示范园的建设，为村民提
供了示范试验、技术培训的载体。村
民从不认识芒果到发自内心地爱上
芒果，从不想种芒果到主动种植芒果，
从不会种芒果到成为种植芒果的行家

里手……观念一变天地宽，昔日干热河
谷的荒坡变成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

通过多年的努力，混撒拉村探索培
育出具有本地特色的优质晚熟芒果新
品种，申请了“混撒拉牌”“仁和牌”等注
册商标，获得四川省无公害农产品基地
认证、农业部热作名优基地、中国“绿色
食品”“健康食品”等证书。同时，成立
了攀枝花市德益果品开发公司，采取

“公司+基地+农户”的运作模式和“支
部+公司+农户”的管理模式，在全村推
行培训指导、生产资料、品牌注册、产品
包装、市场销售“五统一”管理，将芒果
销往哈尔滨、乌鲁木齐、西安、北京、武
汉、上海、重庆等地，甚至销售到了广
东、广西、海南等芒果主产区。

实际上，混撒拉芒果产业的发展并
非一帆风顺，甚至曾一度面临夭折。
由于混撒拉村水源点低、芒果种植点
高，一低一高，芒果灌溉水源成了大问
题。金沙江干热河谷地区雨旱分明，
旱季持续时间长，混撒拉又是较为典
型的缺水村，随着芒果种植规模的扩
张，每到旱季，用水难题愈加凸显。特

别是2010年初，由于遭遇大旱，村民不
仅饮用水得不到保障，久未浇灌的芒果
林也开始枯萎。

关键时候，省、市、区民委以投入的
100万元民族资金为“引子”，撬动整合
相关部门资金4000余万元，修建了金
沙江提灌站、大竹河干渠空卡支渠等引
水项目。看到金沙江的水流进村里的
蓄水池、流进果园，村民们喜极而泣。

在水资源有了保障的情况下，仁和
区相关部门又在该村实施了 8000 亩
高效节水项目，完成机耕道硬化 18 公
里。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进一步激发
了村民发展芒果产业的积极性。

自2009年以来，省、市民族资金累
计投入1700万元，并协调整合扶贫、水
务、交通、农业农村等部门的配套资金
上亿元，保障了民族地区芒果产业的健
康发展。

截至目前，仁和区芒果种植面积达
到30万亩，产量11万吨，涉及13个乡
镇 57 个村，集中成片的万亩芒果基地
有7个，芒果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居全市
第一位。

民族资金撬动芒果产业发展

“福田模式”促进民族团结进步

芒果丰收景象。 （李永忠 摄）福田村民在采摘包装芒果。 （林莉 摄）

村民采摘芒果。 （李永忠 摄）

仁和区开展2020年质量月宣传活动
本报讯（记者 王南桢）近日，仁和

区质强办组织区市场监管局、区农业
农村局、区生态环境局、区卫生健康局
等部门和平地镇政府，在平地综合市
场开展了以“建设质量强国 决胜全
面小康”为主题的2020年质量月宣传
活动。

活动现场，宣传人员通过张贴质量
月宣传画，发放宣传手册、信息提示卡、
宣传手袋等，向群众普及食品药品、民

生计量、有机产品、环境保护、健康护
理、农业技术等方面的质量安全知识，
积极回应群众关心关切的问题。

此次活动，共发放各类质量安全宣
传资料6000余份，设立咨询和受理举
报投诉台 3 处，咨询服务群众约 20 人
次，通过全方位、多角度的宣传，营造了

“人人关心质量，人人重视质量，人人参
与质量”的浓厚氛围，取得了良好的宣
传效果。

无人机助力绿色防控示范区建设
本报讯（倪国露 记者 王南

桢）“我家种了近40亩芒果，以前我们
两个人早晚打药得三四天，采用无人机
喷洒生物农药不到半天时间，对健康还
没有影响。”9月21日，大龙潭乡拉鲊村
三组村民普发丽看着无人机给自家芒
果树喷洒生物农药满意地说。

采用无人机喷洒生物农药仅是仁
和区绿色防控示范区建设项目内容
之一。据了解，今年仁和区争取到 50
万元中央财政资金，采用政府购买服
务方式，在啊喇乡和大龙潭乡实施水
稻、芒果病虫害防控项目，通过以专
业化绿色防控替代分户防治，以生物
农药、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替代高毒
高残留农药，以现代高效植保机械替
代传统低效药械，有效控制水稻、芒

果重大病虫灾害，提升科学防控水
平 。 该 项 目 从 6 月 开 始 对 啊 喇 乡
1000 亩水稻实施螟虫、稻飞虱等重
大病虫害防控；对大龙潭乡 4000 亩
芒果实施细菌性角斑病、蓟马、果实蝇
全程绿色防控。

“承接项目后，我们主要采取生
态 控 制 、生 物 防 治 、性 诱 捕 杀 等 方
式，对项目区水稻、芒果进行病虫害
防治。”四川顺至科技公司负责人龚
义翔说，目前共出动防控技术人员
200 人次及无人机 12 架次，安放诱
捕 装 置 5000 套 ，使 用 生 物 农 药
18200 余瓶，通过绿色防控，确保项
目区流行性病害不扩散蔓延、迁飞
性害虫不造成危害、重大病虫不暴
发成灾。

啊喇村

76名村民家门口喜领务工工资
本报讯（记者 王南桢）9月11日

上午，仁和区啊喇乡啊喇村集体林抚育
项目务工工资发放现场，攀枝花乾昇造
林专业合作社为76名村民发放了15.5
万元工资。

据了解，啊喇村曾是省级贫困村，
少数民族人口占 90%，全村有建档立
卡贫困户145户483人。经过近几年
的精准帮扶，2017 年实现脱贫摘帽，
2018 年全村贫困户退出贫困。但因
贫困户收入相对较低，部分贫困户还
存在返贫风险。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在仁和区林业局、啊喇乡党委的支持
下，啊喇村成立了攀枝花乾昇造林专
业合作社，其中 60%的社员为贫困
户，通过专合社承接林业造林项目增
加社员收入。今年 5 月，专合社承包
了仁和区 2019 年集体林抚育项目，
对啊喇乡啊喇村 3000 亩集体林进行
抚育作业。专合社分两个组，从 5 月
13 日开始作业，经过 1 个多月的施
工，圆满完成了项目建设任务，通过
了市、区林业部门的验收，实现收入
34.2 万元。

田坝村

党员志愿者清理堵塞沟渠
本报讯（赖飞宇 记者 王南

桢）9 月16日上午，仁和镇田坝村组织
党员志愿服务者沿着那招河大沟，清
理受暴雨影响垮塌堵塞的沟渠，经过
两个多小时的努力，那招河大沟恢复
通畅。

据了解，9 月 14 日晚仁和区强降

雨后，仁和镇田坝村那招河大沟沿沟
多处出现垮塌，如不及时疏通，将影响
田坝村红岩、平田、那招三个小组近
400 户 1500 余名村民群众的生产用
水。在查看现场情况后，田坝村迅速
组织党员志愿服务者近 20 人前去清
理沟渠。

大田镇

网络直播带货拓宽石榴销售渠道

本报讯（记者 王南桢 特约通
讯员 薛巍 文/图）9月12日，仁和区
大田镇银鹿村成立攀田万户联播主播
联盟，将直播间搬到石榴园，邀请各大
平台网红主播开展“跟我回家·榴在大
田”现场直播带货，助力大田石榴销售。

据了解，大田镇有着独特的土地、
光热和气候等资源，发展石榴产业至
今已有近30年历史，目前石榴种植规
模已发展到15000多亩，年产1400万
公斤，2019 年产值达到 1 亿元。今年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大田镇石榴销
售遇到难题。为此，银鹿村成立攀田

万户联播主播联盟，通过直播带货拓
宽石榴销售渠道。

在石榴园，网络主播妙语连珠，卖
力带货，期间穿插才艺表演，带动直播
间人气爆棚，引得镜头前的粉丝们纷纷
下单购买。据悉，此次直播带货将持续
一周左右，目前已销售石榴10万余斤。

银鹿村党支部书记李荣昌介绍，
他们还将举办培训班，邀请专业老师
授课，重点培养自己家乡的网红主播，
让村民掌握网络营销技能，进一步拓
宽大田石榴销售渠道，助力村民增收
致富。

主播在直播带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