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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扶贫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充分发挥特色优势 助力打赢脱贫攻坚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定点扶贫贵州省六枝特区工作实践与思考
何昊华

林高华

*

陈 超

杨志伟

徐晶芝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合肥 230026

摘要

高校定点扶贫工作是我国扶贫开发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校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责任和政治

任务。文章总结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定点帮扶贵州省六枝特区的工作实践，尤其是充分发挥学校特色优势，
全校上下联动、师生共同参与，积极开展党建扶贫、教育扶贫、产业扶贫、消费扶贫的一系列具体做法与
经验。5年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定点扶贫工作中不断总结经验，形成了以教育扶贫为代表的综合帮扶模
式，助力六枝特区顺利实现脱贫“摘帽”目标，并为下一步实施乡村振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 高校，定点扶贫，党建扶贫，教育扶贫，科技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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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地处贵州省西部，是目

于扶贫开发重要论述，始终坚持“精准扶贫、精准

前全国唯一以“特区”命名的县级行政区。六枝特区

脱贫”基本方略 [1] ，主动对接区域发展实际需求，

于 1994 年被列为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重点扶持

配合《六枝特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 2012—

县，2012 年被列为国家级贫困县和滇桂黔石漠化片区

2020 年》的总体部署，积极参与六枝特区各项脱贫

扶贫重点县。2014 年初，全区尚有贫困乡镇 7 个、贫

攻坚行动计划，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全力推进定点扶

困村 130 个，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39 813 户 119 600 人，

贫工作。通过多方面的共同努力，六枝特区的贫困发

贫困发生率达 19.98%。根据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生率从 2014 年初的 19.98% 降至 2018 年底的 1.84%；

办公室安排，自 2015 年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简称

2019 年 4 月 24 日，贵州省人民政府正式批准六枝特区

“中国科大”）正式承担帮扶六枝特区的定点扶贫任

退出贫困县序列[2]。

务。
5 年来，中国科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作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
与创新的重要阵地，高校参与定点扶贫是中国专项扶

* 通讯作者

资助项目：中国科学院科技扶贫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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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的

技术帮助解决六枝特区月亮河乡 3 个村 4 700 人的安

重要组成部分，是实施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力量 [3]。

全饮水问题，管理学院组织教授团队为六枝特区制

在全社会扶贫大格局中，高校的优势在于能为帮扶

定乡村振兴发展规划，公共事务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4]

地区提供智力和人才支持 ，为此，中国科大不断思

（安徽省立医院）、先进技术研究院承担了大量的教

考，如何充分发挥学校特色优势，切实履行好定点扶

育培训工作，多个学院安排优秀教师赴六枝特区为中

贫的职责，用实际行动帮助贫困地区激发内生动力、

学生作科普讲座，广大师生踊跃购买六枝特区的农副

打赢脱贫攻坚战。

产品……在频繁的交流过程中，中国科大与六枝特区

本文对近年来中国科大开展的一系列扶贫工作实

结下了深厚情谊，成了常来常往的“亲戚”。广大师

践进行回顾和总结，以期为高校、科研机构进一步做

生也在参与扶贫的过程中深受教育，对党的扶贫政策

好教育扶贫、科技扶贫工作提供一些借鉴与参考。

和新农村发展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尤其是参与扶贫调

1 全校扶贫工作“一盘棋”

研、社会实践的青年学生们，更是在扶贫活动中得到

中国科大高度重视定点扶贫工作，将其作为学校
积极落实国家战略、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引导
广大师生了解国情、社情、民情的重要阵地，积极

了锻炼，进一步增强了科教报国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2 发挥自身优势，形成以教育扶贫、科技扶

贫为代表的综合帮扶模式

发动全校师生共同参与扶贫，形成了全校“一盘棋”

在具体帮扶工作中，中国科大坚持实事求是、因

的扶贫工作格局。中国科大专门成立了扶贫开发领导

地制宜，将自身特色优势与六枝特区的实际需求相

小组，以校党委书记任组长，两位分管校领导任副组

结合，努力帮助六枝特区形成长效脱贫机制。为了

长，相关部门、学院主要负责人为主要成员，下设办

解六枝特区的生态资源情况，中国科大于 2017 年 4—

公室，先后派出 3 批 5 人次扶贫干部赴六枝特区开展

5 月，先后组织 5 组 52 人次师生分赴六枝特区 115 个

扶贫。每年制定详细的扶贫工作计划，定期召开工作

贫困村开展扶贫调研工作，形成了《六枝特区扶贫调

会议研究部署扶贫项目，解决扶贫工作中的难点和重

研报告及各乡镇产业发展建议》。2018 年，根据六枝

点问题。

特区党委、政府的需求，组织管理学院专家团队赴六

中国科大各机关部门、院系全力配合定点扶贫工
作。党政办公室选派得力干部充实到扶贫办公室，

枝特区调研，帮助六枝特区制定了详细的乡村振兴发
展规划。

党委组织部拨付结余党费支持驻村第一书记加强基

在深入开展调研的基础上，中国科大也根据实际

层党建，学工部（处）、图书馆积极推荐优秀干部去

情况适时调整扶贫工作重点，逐步形成了以教育扶

一线挂职、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科研部、校团委每年

贫、科技扶贫为载体，党建引领、志智双扶、产业示

邀请六枝特区中、小学生来中国科大参加“科技活动

范、帮销促产相结合的综合帮扶工作模式。

周”，校团委多次组织学生到六枝特区开展扶贫调
研、“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校工会倡议各分工会

2.1 夯实基层党建，强化政治引领

基层党员干部在扶贫工作中肩负着更多的责任与

优先采购扶贫地区农副产品，校图书馆每年为六枝特

担当，是具体扶贫工作的牵头人和引路人，基层党建

区中小学捐赠图书资料，校饮食服务集团面向贫困地

工作正是落实基层扶贫、扶智的重要抓手。中国科大

区采购农副产品，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教授通过新

将定点扶贫与基层党建有机结合——围绕扶贫抓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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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抓好党建促扶贫，要求挂职干部积极履职尽责，

设双轨机制，通过公共事务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安

做好基层党建与脱贫攻坚“双推进”。

徽省立医院）、先进技术研究院，以及邀请安徽省委

中国科大支持驻村第一书记所在的六枝特区新窑

党校、中国科学院有关专家教授，采取“请进来”与

镇联合村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拨付第一书记工作经

“送出去”相结合的方式，先后组织各类培训 39 次，

费和结余党费，帮助联合村建成党群活动室、党建宣

共培训党员干部、中小学教师、医护人员、产业带头

传墙，为联合村开展党建活动提供了条件。促成联合

人和各类技术人员 6 368 人次。目前，教育培训已成为

村党支部与校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院办党支部结对共

中国科大定点扶贫的品牌项目，产生了较大影响，受

建，组织联合村党员干部到校参加基层党建、精准脱

到当地党委、政府的高度认可。

贫和乡村振兴学习培训班，对其开展党务知识、党建

与此同时，中国科大特别注重对六枝特区下一代

工作方法培训和扶贫政策、乡村振兴案例教学。在中

的教育帮扶，将提升教育水平作为斩断贫困代际传

国科大的大力支持下，联合村的基层党建有了非常大

递的重要方式。进入 21 世纪以来，六枝特区在义务

的起色，党建工作不断规范化、标准化，并通过了六

教育上的投入力度很大，各学校的基础教育设施、师

枝特区农村党支部标准化建设验收。村支部也在为民

资队伍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与东部地区相比，其

办实事的过程中凝聚了人心，增强了党员干部带领广

教育发展仍相对滞后。尤其是劳务输出造成的家庭教

大群众脱贫致富、同步小康的能力和信心。

育缺失、农村师资力量匮乏及教育资源短缺等问题，

在支持联合村加强基层党建的同时，面向六枝特

导致当前的教育水平难以满足当地家长和学生日益增

区开展基层党建培训，提升了一大批基层党员干部的

长的接受优质教育的需求。长期以来，学校坚持为六

政治理论修养与工作能力。 2017 年，举办六枝特区

枝特区开展师资培训，共培训中、小学教师 3 820 人

驻村第一书记培训班和领导干部能力提升培训班；

次；每年邀请中、小学生来校参加“科技活动周”。

2018 年，与六枝特区党校联合举办六枝特区中青年干

2019 年 4 月开始，中国科大在六枝特区定期开展“崇

部联合培训班； 2019 年，举办六枝特区青年干部培

尚科学 · 感受科技魅力”系列科普讲座活动，邀请校

训班，同时邀请安徽省委党校教授“送学上门”，为

内教授赴六枝特区作科普讲座，让中、小学生在科学

六枝特区近 800 名基层干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家的引导下深刻感受科学的魅力，也在他们心中播下

命”主题教育专题讲座。

了“努力学习，科教报国”的种子。截至目前，该系

2.2 开展教育培训，实现志智双扶

列讲座已举办 9 期 16 场，受众师生 7 192 人次。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坚决打

中国科大积极联系动员校内外资源，帮助改善六

赢脱贫攻坚战，要坚持大扶贫格局，注重扶贫同扶

枝特区教育环境。组织发起“春蕾计划”， 3 年来共

志、扶智相结合。

捐助联合村百余名贫困女童读书学习；连续多年向新

干部队伍的转变对于地区发展，特别是贫困地区

窑镇联合村四角田小学、龙河镇中学、新场乡中学等

的发展至关重要 [5]。中国科大在刚接到扶贫任务时就

中、小学捐赠价值超过 25 万元的图书资料；2019 年，

充分认识到，培养一支敢于担当、眼界开阔、专业能

引进科大讯飞公司部署了智慧教育示范点，为西南山

力和创新服务意识强的干部和人才队伍，是打赢脱贫

区的孩子带来最先进的创新教育理念和信息化教育方

攻坚战的基础。从 2016 年开始，学校根据六枝特区

式。

的需求，帮助实施“人才培训 + 干部培养”的队伍建

在中国科大的持续帮扶下，六枝特区在中、小学
院刊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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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赛事中进步显著。2018 年，六枝特区组织师

基础知识、园地选择、建园标准、架式选择、树形培

生参加第 33 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4 件作品选

养、田间管理等，从理论到实践，提高了全区整体种

送参加终评竞赛，其中 1 件获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成

植技术水平，为当地培养了一支稳定的技术推广人才

果奖一等奖，实现了六枝特区在此项赛事上“零的突

队伍。

破”，这也是贵州省 2012 年以来在该赛事中获得的首

为进一步贯彻科技扶贫理念，示范基地同时进行

例全国一等奖。在 2019 年的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

病虫害综合防治、土壤改良施肥、机械化操作方面的

赛、贵州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等重要赛事中，六枝

攻关研究，使基地变成猕猴桃产业的技术培训中心和

特区均斩获佳绩。2020 年，中国科大将进一步加大教

成果输出中心。为支持猕猴桃采摘后分选包装、贮存

育帮扶投入，出资援建六枝特区“少年硅谷”创客中

保鲜、冷链物流技术研究，2019 年中国科大扶贫团队

心，协助六枝特区承办第 35 届贵州省青少年科技创新

还帮助六枝特区农业农村局、电商仓储中心建设了猕

大赛，推进六枝特区教育质量持续提升。

猴桃检测实验室和猕猴桃冷库。

2.3 建设示范基地，推进产业帮扶

2.3.2 建设云茸种植示范基地

扶贫要从“输血”转向“造血”，产业扶贫是关

六枝特区冬暖夏凉、空气湿润、光照适宜、森林

键。通过产业扶贫来带动贫困群众脱贫致富，是当前

覆盖率高，极其适宜优质食用菌生长，而且可利用立

脱贫攻坚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6]。中国科大在中

体气候明显、夏季低温的优势，打好季节差，有效解

国科学院的指导与支持下，积极寻求与相关研究院所

决销路问题。六枝特区也将食用菌产业列为助力脱贫

的合作，通过建设猕猴桃、食用菌、绿色丰产新技术

攻坚、实施乡村振兴的十大农业产业之一。

推广等 3 个示范基地，带动六枝特区农业发展升级。

2.3.1 建设低中高海拔猕猴桃示范基地

为了助推该产业的发展，中国科大与中国科学院
昆明植物研究所合作，引入云茸、黑皮鸡枞等品种，

六盘水市地处乌蒙山脉南端、云贵高原中部的斜

在六枝特区新窑镇联合村、木岗镇斗篷村、梭戛乡乐

坡上，海拔落差大，是典型的低维度、高海拔山区，

群村建立云茸种植示范基地。示范基地引入中国科学

也是猕猴桃生长适宜区，其境内野生猕猴桃分布广、

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培育的菌类新品种。新品种口

数量多、种类丰富，有“中国野生猕猴桃之乡”之

感鲜美，适合在山地和林下种植，具有产量高、栽培

誉 [7]。

简易、市场价格好等优点，市场需求潜力巨大。在建

由于猕猴桃种植技术含量高、前期投入较大，普

设示范基地的过程中，通过土地流转、劳务输出等方

通农户对种植猕猴桃积极性不高。为帮扶六枝特区发

式，有效地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增收。目前，云茸种

展猕猴桃产业，中国科大与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开

植已实施两季，出菇旺盛，达到预期示范效果，有效

展合作，帮助制定六枝特区猕猴桃产业“十三五”规

带动了农户种植积极性。

划；同时，引进适应当地生态环境的猕猴桃品种，分

2.3.3 建设绿色丰产新技术示范推广基地

别在海拔 700 米左右的中寨乡平基村、海拔 1 300 米左

马铃薯可以利用冬闲田土进行种植，是农民增产

右的新窑镇联合村、海拔 1 700 米左右的牛场乡平寨

增收的重要途径，六枝特区将冬季马铃薯种植纳入了

村建立了 63 亩低、中、高海拔优良品种示范基地。结

蔬菜产业发展规划中。但由于品种单一、种植技术落

合示范基地建设，邀请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专家团

后、管理粗放，马铃薯平均单产低（900—1 000 千克/

队开展了猕猴桃全产业链上的技术培训，包括猕猴桃

亩），商品率较低，亩产值在 1 800 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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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大与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合作，在六

一体化发展链条，着力提高农业产业化发展能力。

枝特区实施马铃薯绿色丰产技术示范推广项目。该技

中国科大扶贫干部在六枝特区负责推动电商工作，

术通过增强农药在植物叶面上的附着力，减少农药流

2018 年帮助六枝特区争取到国家级电商示范县称号，

失，提高农药的利用率；同时，将肥料固定在作物根

获得 1 500 万元专项经费。当前，六枝特区通过“电

部，使肥料缓慢释放，减少养分流失，提高肥料利用

商+实体+贫困户”的模式，积极培育农村经济实体，

率，达到减少肥料用量，提高作物产量的目的。初

有效地带动了贫困户脱贫增收。 2018 年 12 月，木岗

期，在六枝特区九龙街道五龙村、关寨镇西克村、牛

镇大量种植小黄姜的农户苦于找不到销路，中国科

场乡云盘村等地设立马铃薯种植实验点。从试验对比

大扶贫干部引进的电商企业积极对接，促成六枝特

情况来看，运用该项技术后亩产提升 35% 以上，实验

区特色小黄姜上线电商贝店的“一县一品，加贝助

效果较好。当前，六枝特区农业农村局正牵头指导建

农”活动， 5 小时便售出 19.8 万斤。该活动共销售小

立更多实验点，已在梭戛乡沙子村、关寨镇西克村、

黄姜 41 万斤，销售收入 81.67 万元，惠及木岗镇把

新场乡沙地村、牛场乡尖岩村、木岗镇木岗冲村的冬

仕、抵簸等 10 个村 292 户农户，其中建档立卡贫困

季马铃薯种植中广泛推广。

户 94 户 375 人。

2.4 开展消费扶贫，促进稳定增收

自 2018 年以来，中国科大积极帮助六枝特区对接

“种出来”，还要“卖得掉”“卖得好”“卖得

京东、淘宝和中国银行的电商平台，支持六枝特区优

久”。农产品卖不出去、卖不了好价钱，农户就赚不

质产品走出贵州、进入全国市场，共帮助销售六枝特

到钱甚至亏本，企业和合作社也无法进一步发展壮

区农副产品 5 070.66 万元。2019 年 10 月，中国科大与

大，产业扶贫成效就要大打折扣。由于没有稳定的销

六枝特区签署了关于支持六枝特区电子商务发展合作

售渠道，六枝特区一些地区在农产品种植方面缺少明

框架协议，通过援建保鲜冷库、支持网货产品研发、

确的顶层设计和有效组织，造成“好的不多、多的不

提供技术支持等方式，进一步加快推进六枝特区电商

好，样样都有一些，样样不成气候”的问题。

事业发展。

中国科大积极开展消费扶贫，以销促产，鼓励六
枝特区发展特色种植，促进相关产业发展。校工会

3 思考与展望

倡议各分工会优先从六枝特区购买岩脚面、苦荞沙

中国科大是一所以前沿科学和高新技术为主的大

琪玛、红米等农副产品作为教职工集体福利发放，校

学，以基础研究见长，与其他参与定点扶贫的部委、

扶贫办还组织六枝特区相关农企到学校举办农产品展

央企等中央单位及其他有行业背景的高校相比，能够

销会； 2017 年以来中国科大共购买六枝特区农副产

直接投入和动员的资源相对有限，在产业扶贫方面也

品 168 万元。与此同时，中国科大帮助六枝特区相关

没有明显优势。中国科大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精准

农企在中国银行“公益中国”平台上开设电商店铺，

扶贫、精准脱贫”战略思想为指导，从自身实际出

并推动中国科学院系统、中国银行等单位采购六枝特

发，充分发挥学校教育优势，将定点扶贫与学校基层

区农副产品 30 多万元。

党建、学生社会实践有机结合，推进定点扶贫成为全

在开展消费扶贫的基础上，中国科大积极推动

校师生共同关注与支持的一件大事；持续开展教育培

六枝特区农产品加工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援建仓储

训和教育帮扶，为当地培养了一批想干事、能干事的

中心，拓展销售渠道，推动形成生产、加工、销售

党员干部，提升了当地的中、小学教育水平，受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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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扶贫

地干部群众的一致好评；同时，紧紧依靠中国科学

（3）进一步加大产业帮扶力度，助力农特产品精

院，实施科技扶贫，在当地大力推广新技术、新品

深加工及销售。在工业技术创新、农特产品精深加工

种，全力帮助拓展销售渠道，助力产业发展升级。

等方面联系专家团队给予六枝特区指导，充分发挥电

5 年来，中国科大的扶贫实践凸显了教育、科技特

商资源优势，帮助在农特产品销售上扩大渠道。

色，尤其在教育培训方面成效明显，对高校定点扶贫
工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4）进一步加强健康扶贫工作，提升基层医疗卫
生服务能力。充分利用中国科大附属第一医院的医疗

2020 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中国科大将坚

资源，强化帮扶联系，促进人才交流培养，提升六枝

决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做到“摘帽不摘责任、摘帽

特区智慧医疗水平；加强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改

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进一步

善群众就医环境，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加强督促检查，加大投入力度，确保人员、资金、政

参考文献

策、项目全部落实到位，结合学校工作实际，履职尽
责、主动作为，重点做好以下 4 个方面的工作。
（ 1 ）切实做好教育培训，打造中国科大扶贫品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牌。做好培训计划和课程设计，在完成六枝特区教育

2 覃淋. 18个贫困县出列的背后. 当代贵州, 2019, (24): 8-9.

培训工作的基础上，积极承接中国科学院定点扶贫地

3 尹晓飞.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业高校精准扶贫模式研究. 武

区的教育培训工作，提高贫困地区广大党员干部的认
知水平和工作能力，培养一大批优秀的中、小学教师
和专业的技术骨干，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提供智力
与思想支持。
（2）进一步加强教育帮扶，提升六枝特区中小学
教育水平。在帮助六枝特区保障义务教育的同时，积
极推进六枝特区高中教育发展，比照经济发达地区高
中，提升六枝特区高中的教学和管理水平，帮助培养
一批成绩优异的高中学子。

汉: 华中农业大学, 2019.
4 段子渊, 张长城, 段瑞, 等. 坚持科技扶贫 实现精准脱贫 促

进经济发展.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6, 31(3): 346-350.
5 孙望尘. 贫困地区干部教育的思考. 科学经济社会, 1988,
(6): 22-24.

6 刘彦随, 曹智. 精准扶贫供给侧结构及其改革策略. 中国科

学院院刊, 2017, 32(10): 1066-1073.
7 钟彩虹, 黄宏文, 张琼, 等. 中国猕猴桃科研与产业四十年.

合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2018.

（相关图片请见文前彩插二）

376 2020 年 . 第 35 卷 . 第 3 期

充分发挥特色优势 助力打赢脱贫攻坚

Leveraging Advantages of University to Eradicate Poverty
——Practice and Discussion o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mplemented by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in Liuzhi Special District, Guizhou Province, China
HE Haohua

LIN Gaohua* CHEN Chao YANG Zhiwei

XU Jingzh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Hefei 230026, China）
Abstract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volved by universitie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y in China,

which reflects the responsibility of universities to serve the national strategy. This study has reviewed the specific practices, experiences
and som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s conducted by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USTC) in Liuzhi
Special District, Guizhou Province, China. According to actual situation of Liuzhi, USTC gives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education
and research, and carries out a serie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ssistances by supporting party building, educati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sale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Over the past five years, USTC summed up its experience continuously and conducted a number of
distinctive projects, which help Liuzhi achieve the goal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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