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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记者跟随宁波帮扶工作队实地走访延边州8个
区县，汪清的黑木耳生产基地是我们此行的其中一站。

10月21日，记者在汪清县国家级黑木耳出口基地天
桥岭栽培区看到，一边是数名工人在装配晾晒好的秋木
耳，一边是正在建设中的宁波援建的黑木耳标准化栽培示
范基地。在农田里，整齐竖立着成千上万的菌包，场面壮
观。菌包上的黑木耳犹如一颗颗“黑牡丹”。

地处东北边境的汪清县是吉林省2个“深度贫困
县”之一，如今9.8万农村人口中有近4万人从事木耳相
关产业。宁波帮扶工作队员告诉记者，国内最好的黑木

耳产自东北，而东北最好的黑木耳产自汪清。但汪清县
大部分乡镇地处山区，农民仅靠耕地难以脱贫致富。当
地黑木耳产业由于基础设施薄弱，加上农户观念等问
题，该产业一直处于瓶颈阶段，发展不起来。

如何让产业扶贫发挥实实在在的效益，坚持因地制宜
尤为重要。宁波市正是看中汪清县黑木耳产业的发展前
景和脱贫带动作用，加大对黑木耳产业的资金投入，促其
产业做大做强，带动更多贫困户尽快脱贫。

目前，汪清正初步形成集规模化种植、产业化经营、
品牌化销售为一体的黑木耳全产业链循环发展体系。

一朵黑木耳
改变一个贫困县
宁波对口帮扶产业之花

开遍延边沃土
深秋时节，延边汪清县的黑木耳大丰收，林区到处都有农民忙碌的身影，他们正抢晴好天气晾晒黑木

耳，对于当地的农户来说今年又是一个木耳丰收年。“秋木耳丰收后，当地农户又要准备春木耳。”在宁波援
建菌包厂工地上宁波帮扶工作队员周振康向记者介绍。

特色农产品，是农村的天然资源，也是延边脱贫产业中的“主力军”。自东西部扶贫协作以来，延边和
宁波两地把产业扶贫作为脱贫攻坚的重中之重，因地制宜制定产业扶贫规划，出台一系列措施，趟出了一
条加强优势互补，推进产业合作，大力发展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的东西部协作特色扶贫之路。宁波与延
边东西部扶贫协作正开花结果。

黑木耳之乡迎来“及时雨” 今年，在吉浙两省省委、省政府的
强力推动下，宁波与延边对口帮扶、深
入开展东西部扶贫协作。扶贫人才、
扶贫资金、扶贫产业、扶贫项目纷纷走
进延边、落户延边。

10月20日，记者在延边和龙市八
家子镇河南村桑黄产业基地看到，2栋
桑黄大棚已经建成，棚内种植着连片
的桑黄菌段。据八家子镇副镇长王世
明说，镇里一直想发展桑黄种植产业，
却苦于没有资金迟迟未动工，此次宁
波与延边开展东西部扶贫协作后，宁
波市陆续将投入对口帮扶资金 910 万
元用于发展八家子镇桑黄产业基地，
帮助八家子镇打造“全国桑黄特色小
镇”。项目建成后每年将为全镇贫困
户分红，保证每位贫困户每年不低于
2000元分红款，带动1458人脱贫。

随着东西部扶贫协作不断深入，
两地产业协作日趋紧密。宁波民营经
济发达，具有资本、技术、管理、营销等
方面优势，延边州则在劳动力、市场、
资源等方面具有巨大潜力。深化两地
经济协作，促进延边州经济社会发展，
是两地对口协作的重要内容。

延吉市与杉杉集团签订新能源汽
车项目首期投资20亿元，已经进入厂房
建设期，并已经吸引了数家汽车配件企
业前去投资落户。延吉国际空港经济
开发区与宁波空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签订延吉保税物流中心委托运营协
议。宁波康喜乐嘉餐饮集团落户敦化
市，已经为安图、敦化的1万名中小学生
提供学校营养餐，新的厂房将于近期投
入使用，以后将为延边25000多名学生
和教师提供营养餐。

两地还积极推动内贸外运航线合
作事宜，宁波舟山港延边办事处于6月
27日正式挂牌。目前，每月有固定班次
从延吉运送相关物资至宁波舟山港。

统一做菌包，注入液态菌，稳定生产菌丝，降低杂菌
率，提高黑木耳品质。进入11月，汪清县的农户迎来高
品质秋木耳的好收成后，又开始在宁波对口帮扶的菌包
厂忙碌起明年春木耳的种植。

“对我们乡的农户以及贫困户来说，援建的菌包厂
不仅能带动就业，也为他们提高了收入。”汪清县鸡冠
乡党委书记沈常阔说，眼下在鸡冠乡所属的5个菌包厂
里，宁波对口援助的菌包厂规模最大，日产5万袋。菌
包厂就设在了贫困村鸡冠村。不少农户请菌包厂代加
工菌包，然后带回家自己种植。

天桥岭镇是汪清县黑木耳产量最大的乡镇，约占全
县总产量的一半，该镇人武部部长徐冲力告诉记者，设
在青沟子村的菌包厂项目年产可达到750万袋。该项

目目前对外出租，援建资金收益第一年按总投资6%标
准收取年租金约40.8万元(第二年8%，第三年10%)。租
金由乡镇经管站统一管理分红，带动青沟子村和新华村
的建档立卡贫困户133户、241人受益。

种黑木耳农民的收成好，利润可观，这“扶贫木耳菌
袋”，实实在在地改变了贫困户的生活。这不仅带动了周边
村屯的贫困户脱贫，也辐射了周边村屯3000余户从事食用
菌种植业，缓解了当地农民的就业问题。据徐冲力介绍，今
年来自宁波的专项扶贫资金中有2392万元用于天桥岭镇
的黑木耳产业发展。当地将会利用帮扶资金建设日产5万
袋黑木耳菌包厂和4700平方米的培养室等5个项目。项目
竣工后，可带动全镇1079户1743人就业，能为建档立卡贫
困户提供200个就业岗位，每年人均增收1000余元。

贫困户每年人均增收1000余元

“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这是延边和宁波
在东西部扶贫协作中形成的共识和共同为之努力的目标。

“产业设施上来后，产量也大了，品质也好了，天桥
岭镇的企业忙得不可开交。现在订单都接不过来，都排
到了明年。”采访中，汪清县百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王国光一再表示感谢宁波的“及时雨”。

记者了解到，今年，深度贫困县汪清县接受宁波援
助资金5500万元，在宁波支援资金中占比达26%。宁

波共援建黑木耳产业项目14个，带动贫困户5008户、
8315人。这些项目都将在年内建成投产。

据悉，今年宁波帮扶工作队将继续在助力汪清县黑
木耳产业发展上下功夫，除了进一步推广菌包厂项目
外，还将推进黑木耳菌种培养室、标准化栽培示范基地、
吊袋木耳示范基地等项目。“今后这里的黑木耳菌包将
成串吊在大棚里，喷灌、采摘更加方便，品质产量也会大
幅提升。”宁波帮扶队队员周振康说。 记者 鲁威

黑木耳产量高品质好企业订单不断

■新闻链接

宁波延边对口帮扶协作
翻开新篇章

▲汪清县黑木耳生产基地，农户
在收割黑木耳。 记者 鲁威 摄

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