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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拥有坚果 2.5亩、咖啡 1.7亩。
2011 年全乡发展生物特色产业 21355 亩，其

中：坚果 10597 亩，竹子 6686 亩，咖啡 3365 亩，油
茶 518 亩，核桃 189 亩……仅坚果和咖啡两项进入
盛产期，可年创 1.22 亿元总产值。这一组鲜活的
数字是一个证明，在被翻阅了的 2011 年，芒市三
台山乡各族干部群众团结一心，用自己的汗水创
造了特色经济跨越式发展的神话。

“一个地方的发展，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
必须充分发挥地方优势，张扬地方优势产业，使
产业发展逐步达到‘你无我有，你有我优，你优我
精’的境界，最终实现为地方造福的目标……”站
在芒市三台山乡满目青翠的山林中，“泥腿子”书
记晏祥文一边指导村民坚果咖啡套种技术，一边
回答着记者的提问。技术出身的晏祥文话不多，
这个外表温厚而内心坚定的黑脸汉子凭着丰富
的基层工作经验和过硬的生物特色产业技术，带
领一个团结奋进的领导班子，引领全乡各族群众
发展新兴产业，凝人心，汇众智，铸造了一把开启
三台山乡经济腾飞的“金钥匙”。

思路决定出路

芒市三台山德昂族乡是全国唯一的德昂族
乡。多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相关
职能部门的支持帮助下，乡党委、政府紧紧围绕

“农业稳乡、科教兴乡、产业富乡、生态立乡”的发
展思路，发挥优势，突出重点，科学谋划，先后实
施了“较少民族”、“上海对口帮扶”、“兴边富民”
等项目，经过多年发展，在产业发展、农民增收、
民族团结、基础设施建设、社会稳定、社会事业等
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人民群众的生产生
活条件明显改善。然而，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
三台山经济发展仍然处于劣势，当地农村群众仍
处于温饱线，没有支柱产业，增收致富难。

三台山乡有一个年轻的领导班子，他们有着
干事的激情和为提升地方经济而努力的干劲。
书记晏祥文从事经济工作多年，对经济发展规律

和农村经济发展有着独到经验和见解。扎根基
层后，他对农村经济发展有了更深的认识。晏祥
文认为，三台山乡二十多年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为主体的农村改革已经解决了当地群众的基
本温饱问题，从改革的角度来讲，家庭联产承包
制已经完成了其特定的历史使命。在新的历史
时期，农村经济首当其冲的应当是解决农民的增
收致富问题。同时，随着国家扶持政策的推动和
科技应用水平的提升，传统的水田和耕地的潜力
和效益已充分发挥出来，已没有相应的增收空
间。加上三台山乡农业产业化水平不高，没有稳
定的经济收入支柱产业，当地群众增收致富进程
十分缓慢。因此依靠传统产业增加农民的经济
收入无疑是困难的。

在晏祥文看来，三台山乡的农村经济发展遇到
了“瓶颈”，要想突破发展“瓶颈”就必须深入
调查，掌握实情，理清发展思路。只有理清
发展思路，经济发展才会有出路。好思路来
自何处？晏祥文清楚地认识到，首先来自对
中央精神的正确领会，对州情、市情、乡情的
正确把握；来自对群众智慧的虚心吸取；来
自对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好思路还来自对

“他山之石”的合理借鉴。在晏祥文的带领
下，三台山乡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深入学习
吃透上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倾听民意、集
中民智；认真分析总结近年来三台山乡经济
发展存在的问题，总结经验教训；组织党员
干部群众到经济发展好的乡镇学习参观，开
阔视野，通过比较借鉴，“鉴”出不同条件、不
同基础、不同情况，“借”来有益经验、可行做
法、创新模式。

通过调查、研究、分析、学习和借鉴，
三台山乡党政领导班子以及党员对三台
山乡发展有了清晰的认识：人口不足 7000
人，人均耕地高于全市 2.5 倍，山林地是全
市人均的 3 倍，气候与自然环境优越，适宜
发展山林经济；紧靠州府芒市，交通便利
是三台山的优势；对农村农民的发展问题
分析不够深入，富民强乡工作没有明确的
思路和措施，山地的有效开发步伐滞后，
丰富的山地资源优势没有充分挖掘出来
等是三台山乡极需转变和解决的重点。

要促进全乡各族人民增收致富，必须
把工作基点转移到山地资源潜力的开发和
挖掘上，在培育能让各族人民增收致富的支
柱产业上下工夫，促进农村农民的发展，带
动各族人民群众增收致富。

2011年初，乡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根据
州、市党委、政府对特色产业开发的总体部署
达成共识：三台山发展特色产业优势突出，群
众在坚果、咖啡等种植管理方面经验丰富，由
于长期小打小闹的分散式发展，产业形不成
规模，体现不出经济优势。如果着力推进坚
果、咖啡为主体的特色产业开发，以示范做带
动，形成规模化发展，全乡经济实力将大大提
升，群众也将得到真正的实惠。他们本着有
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决定着力推进坚果、
咖啡为主体的特色产业开发，力争用三年时
间，使坚果、咖啡和竹子成为推动全乡各族群
众增收致富和经济大发展的支柱产业。到

“十二五”期间，将坚果达到 5万亩的种植规
模，人均拥有7亩，咖啡达到3万亩规模，人均
拥有 4.3亩。为实现这一目标，三台山乡确
定，在“十二五”开局之年，全乡坚果、咖啡发
展面积各实现万亩的目标。

狠抓落实促推动

尽管近年来全乡对特色产业的发展
也有所重视，但发展的效果并不明显，三
台山乡领导班子明白，理清发展思路仅是
突破经济发展瓶颈的第一步，推动地方经
济 发 展 容 不 得 半 点 花 架 子 ，不 能 急 功 近
利，更不能做官样文章。抓产业发展，不
能仅仅停留在发放多少种苗、下乡指导几
次那些没有实际效果的数字上，采取有效
措施，狠抓落实，做出实效才是真功夫。

落实责任，领导重视最关键。时值春
天，正是产业准备的大好时机，乡党委、政
府动员全乡各族干部群众积极行动起来，
苦战 90 天，打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产业攻坚
战。乡党委、政府在认真总结历年特色产业
开发成功经验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建立健
全组织机构，建立一名党委领导联系抓、一
名分管领导具体抓、挂村领导联合抓、包组
干部驻村抓的工作机制。从种植、管理、检
查验收、跟踪问效等多个方面对产业发展进

行细化和落实责任。外行难管内行。乡党委、政府
决定，凡是挂村包组干部，必须全面掌握特色产业
种植管理技术，他们从龙头企业请来技术人员，多
次举办培训班，并在基地现场指导乡干部。在三台
山乡，说到坚果、咖啡，每名干部都有一套自己的方
法，这得益于多次的培训，更得益于来自田间地头
与种植户一起劳作的实践经验，如今他们人人都
成了合格的产业技术指导员。

为鼓起干部群众发展“三棵树”的积极性，乡
党委、政府多方想办法，加强政策措施执行力度，
整合资源抓规划、抓布局，狠抓科技兴种关键环
节，做到思想认识、政策宣传、组织协调、技术服
务到位，强化引导、规范、监管、服务职能，调动农
民发展生物特色产业的积极性。为解决农民生
产力不足的问题，他们整合一切资源，为产业种
植户免费提供种苗，一年来乡财政仅坚果种苗就
投入 330 多万元。在州、市奖励政策的基础上，乡
财政还拿出 2 元/亩奖金对抓特色产业的干部进
行奖励。乡党政领导在抓好各自的包干点的同
时，不间断到各村寨督办检查，跟踪问效，对工作
不力、反应迟缓的进行问责或返工，确保特色产
业建设的进度与质量。

一名乡干部告诉记者，过去乡里也发展产
业，乡里的干部也有责任包干制，但只要把种苗
运到农民的地头就算完成了任务。而现在不仅
仅是服务的责任，而是保活、保质、保效益的责
任。为了产业发展推广，每名包组、包户干部都
晒褪了几层皮……

一个产业的发展需要社会各方力量的支持
与帮助。乡党委书记晏祥文、乡长杨爱明为此积
极奔波在乡企之间，他们与后谷咖啡、云南迪思
坚果、云澳达等企业取得联系，双方达成合作协
议，取得龙头企业技术和种苗的支持。由于去年
坚果种苗比较紧张，晏祥文多次与州、市林业部
门协调，取得了政策支持与种苗优惠，保证种植
户的种苗来源。

村企合作成为产业发展亮
点，“四结合”推动产业取得实效

产业发展与创先争优、基层党建相结合。在
创先争优活动中，乡党委紧扣“推动科学发展、促
进社会和谐、服务人民群众、加强基层组织”的目
标要求，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以“基层党组
织有力、共产党员有为、人民群众受益”为要求，
咬定产业发展不放松、不动摇，坚持全乡一盘棋，
上下一条心，劲往一处使，重点以“公开承诺、评
星定级”为主要措施，坚定不移地推动产业发展，
在产业发展中争当创先争优的排头兵，达到创先
争优活动与发展双赢的效果。

“产业发展到哪里，哪里就有党员；产业基地建
设到哪里，哪里就有党员示范基地；产业科技化推
广到哪里，哪里就有党员科技示范户；产业增收富
民到哪里，哪里就有党员致富带头人。”三台山乡充
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力量，将党员发展与产业推进、
产业开发与创先争优和进千村入万户活动结合起
来，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广泛动员农村致富带头人、
党员干部群众和种植大户带头建设示范基地，从管
理技术和投资效益上真正起到示范带动作用，引导
全乡干部群众又好又快发展特色产业。

全乡广大党员和干部职工认真落实乡党委、
政府的工作安排，密切配合村组干部的工作，做

到了“四带头”，即：产业政策带头学、产业
发展带头干、困难矛盾带头帮、产业基地带
头建，广大党员和干部职工的先进性、引领
性和带动性得到体现。

乡党委、政府还把产业开发与进千村
入万户活动结合起来，积极组织党员干部
和村民骨干深入村寨了解民情，共收集到
需要帮助解决的问题和合理化意见和建议
174 件，并逐一进行解决和整改。积极开
展“进千村入万户”活动，在“领导挂村、干
部包组”制度的基础上，加大选派机关党员
干部到村组担任党组织副书记的工作力
度，推出包组干部“九员一兵”制度，强化党
群干群关系，乡、村干部每人主动联系 3—
5 户群众，做好解困、分忧、带富工作；积极
开展“部门送服务到基层”活动和“党组织
四联四创”活动，建立上级党组织为下级党
组织服务、基层党组织为党员服务、各级党
组织和广大党员为群众服务的服务体系；
积极开展党员公开承诺和履职承诺活动，
明确各党组织和党员的工作目标任务，切
实解决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通过创
先争优活动的开展，广大党员和群众学有
榜样，赶有标兵，在全乡范围内营造了“比
先进、学典型、赶步伐、帮致富、超发展”的
浓厚氛围，有力地促进了产业发展、经济增
长、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广泛动员农村致
富带头人、党员干部群众和种植大户带头
建设示范基地，目前各村民小组都涌现了
种植大户和示范户，他们义务承担起了产
业技术推广的重任。

兴隆寨村民许彩美一家发展了 10余亩
的坚果咖啡套种，这是历年来种植面积最大
的一年。许彩美高兴地说，今年的种苗全是
乡里免费提供的，一共是 3350棵咖啡苗，节
省了近 5000 元钱。除免费提供种苗之外，
家家户户都有乡干部、技术员、党员、种植大
户上门服务，资金与技术两大问题都没了后
顾之忧，这真是富裕找上门的好事啊！她告
诉记者，今年全村家家户户都发展了坚果和
咖啡产业。许彩美还告诉记者，前几年家里
发展的 10 多亩坚果今年已挂果创收，因为
乡里引进了产业龙头企业，她家的坚果没出
家门就变成了现钱，全家开心极了。许彩美
说，加上今年种植的十多亩咖啡，现在全家
有了 20多亩摇钱树呢。

产业发展与生态建设相结合。2011
年，三台山乡被省政府确定为生态园林小
镇，在实施产业开发当中，他们紧紧围绕生
态园林小镇规划的总体要求，树立生态立
乡、产业富乡以及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发
展生态化的发展理念，把产业发展和生态
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努力打造既要金山银
山、又要绿水青山的现代生态产业共同发
展之路，实现生态良好、产业发展以及各族
群众团结和谐奋进的良好局面。同时，乡
党委、政府还积极邀请龙头企业技术人员，
加大科技人员和农民学科学用科学培训力
度，通过理论学习培训与实践操作，让群众
都掌握坚果、咖啡的种管技术，实现产业科
学发展、人与生态和谐发展。

产业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生产
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
民 主 ”是 社 会 主 义 新 农 村 建 设 的 总 体 目
标。其中最基本、最首要的任务就是大力
发展生产，加快农村经济建设，加快提高农
民收入步伐。三台山乡党委、政府领导班
子认为，只有改善落后的经济面貌，进一步
夯实发展基础、增强发展后劲，增加了农民
收入，才有可能建设新农村。在新农村建
设中，三台山乡将产业发展放在了重要位
置，鼓动全乡干部群众发展特色产业的热情和干
劲，通过产业发展，转变过去群众等、靠、要的思
想，形成赶、超、比、学的发展氛围。

产业发展与提升民族地区思发展谋发展的
意识相结合。特色产业的发展，改变了干部的工
作作风，健全的制度和奖惩措施下，领导干部的
责任意识强了，产业不仅只是农家个人的事，而
是全乡领导干部的事，大家主动进农家门、问农
家事、知农家情、解农家忧，对存在问题进行分
析，研究下一步的工作对策，党群关系和干群关
系密切了。在党员干部的指导和种植大户的引
导下，三台山乡对特色产业的发展有了全新的认
识，有党员干部上门服务，有示范大户带头，有龙
头企业做保障，群众看到了产业发展的希望，人
们由最初对产业的疑惑到接纳，最终被群体性火

热的干劲所带动。如今，走进三台山再也找不到
一个闲人了，人们寄希望于特色产业，思发展谋
发展的意识明显增强，他们看到了美好明天正日
趋向他们靠近。

特色产业的开发还实现了“一花引来百花
开”的效果。2011 年，全乡配套种植茶叶 120 亩，
咖啡 3365 亩，合理解决了产业争地的突出问题，
为发展林下养殖和畜牧产业创造了便利的条件，
坚定了各族群众科学发展的信心和勇气，发挥了

“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在全乡干部群众发展生物特色产业的高涨

激情与努力下，三台山乡以坚果、咖啡为主体的
生物特色产业飞速发展，截至记者发稿时，全乡
已发展坚果 17397 亩，人均 2.5 亩；咖啡 11065 亩，
人 均 1.7 亩 。 其 中 2011 年 新 增 坚 果 种 植 面 积
10597 亩，咖啡 3365 亩，超额完成了预定的目标任
务。通过强化管理，到盛果期，坚果亩产值可达
5000 元以上，咖啡亩产值达 3000 元以上，年总产
值达 1.22 亿元以上，全乡总体人均年产值达 1.6
万元。按目前的发展速度计算，“十二五”期间坚
果发展 5 万亩、人均拥有 7 亩，咖啡 3 万亩、人均拥
有 4.3 亩的目标将实现飞越性突破。若以目标任
务计算，到盛果期，两项产业年总产值可达 3.4 亿
元，人均产业年产值可达 4.8 万元以上，特色产业
将真正成为推动全乡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产业的发展促进了全乡经济社会事业的发
展。2011 年末，全乡农村经济总收入 5941 万元，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2938 元，财政总收入 170 万
元，一般预算收入 130 万元。农业农村稳步发展，
主要经济指标保持快速增长。

站在苍翠的咖啡坚果基地，晏祥文充满信心
地憧憬着美好未来。他说，在不断扩大产业规模
的同时，今后的工作重点将是加强目前已有产业
面积的后期管理。不久的将来，三台山这个生态
园林小镇将真正实现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发展
生态化的目标。

人心思上，风帆正满，在加快区域经济发展
的大道上，三台山乡将越走越快、越走越远……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芒市三台山乡政府 提供）

铸 造 经 济铸 造 经 济铸 造 经 济 腾 飞 的腾 飞 的腾 飞 的 “““ 金 钥 匙金 钥 匙金 钥 匙 ”””
—— 芒 市 三 台 山 乡 2011 年 经 济 发 展 纪 实

*本报记者 李秋雯*

乡党政领导实地查看种苗。

乡党委书记晏祥文带领党政领导班子实地查看坚果长势。

果实累累。 （李秋雯 摄影）

召开产业表彰工作会。

坚果、咖啡套种是解决产业争地的发展新模式。
（李秋雯 摄影）

欢欢喜喜背着种苗上山去。

长势良好的产业基地。 （李秋雯 摄影）

肥硕红艳的咖啡豆。 （李秋雯 摄影）

无偿向群众分发坚果种苗。

全乡掀起发展生物特色产业热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