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的收官之年，作为汇聚大量人才与科技资源的智力高地，高校正成为脱贫攻坚中一支重要的“生力
军”。近年来，我省各高校在助力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中，积极发挥高校人才优势、智力优势、科技优势、学科优势等，开展了一系
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加快贫困地区脱贫奔小康步伐。今起，本报推出“发挥高校优势 助力脱贫攻坚”栏目，聚焦脱贫攻坚中的高校
力量，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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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起床，茂县唱斗村村民吴万

全第一件事就是掏出手机，点开一个

程序，察看放养在斗子山顶的20多头

牛有无异样。

斗子山海拔约2600米。此前，吴

万全上山一次需走一个多小时山路；

现在，通过一部手机，足不出户，他就

能知道牛是否偏离了草场。

这一切，都要得益于成都航空职

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成都航空职

院”）在当地推动的“航空生态牧场”

项目。

2016年起，成都航空职院开始对

口帮扶阿坝州茂县富顺镇唱斗村，并

连续派出驻村扶贫干部。2018年，驻

村第一书记胥萱和扶贫干部李吉努

力在为当地百姓致富寻找新的产业

出路，通过走访调研，他们锁定了养

牛这个项目。

“茂县是个半农半牧地区，高山

耸峙、地势险峻，农业多集中在河谷

一带，牧场散落在高山之巅。”胥萱介

绍，距离远、草场小、山林密，使得当

地人对牧业兴致不高，“稍不注意，牛

羊就走丢了，找起来特别费劲。”

有什么办法可以帮牧民快速找

到走失的牛、打消他们的顾虑呢？成

都航空职院的特色学科和专业力量

就派上了用场。

李吉的另一个身份是成都航空

职院机电工程学院副院长，他想到了

利用 GPS 卫星定位、无人机技术，搞

“航空生态牧场”，“简单说，就是给每

头牛戴上一个特制项圈，可24小时监

测其所在位置、生长情况、健康状况

等信息，无人机飞到牧场上空，获取

项圈数据后，实时传递回牧民手机

上。”

建档立卡贫困户吴万全成为第

一个受益者。他一直怀揣着养殖致

富的梦想，曾先后尝试过养羊、养猪，

但收益都不好，“羊在山上都走丢了，

猪又容易害病、价格波动也大。”就在

他一筹莫展时，“航空生态牧场”让他

燃起了希望。

2019 年 4 月，吴万全从“成都航

院-唱斗村产业扶贫基金”免息借款6
万元，首批购进了 20头犏牛，放养于

草木丰茂的斗子山中，每头牛戴上一

个电子项圈，可实时记录其所处位

置。他不再担心牛丢失，也不用三天

两头就跑上山照看，这样可以腾出时

间发展更多产业。

成都航空职院还免费对他进行

学历提升、管理技能和无人机操作培

训，辅导他成立农牧公司并指导运

营，为将来建设绿色、生态规模养殖

示范基地做准备。

“放养在山上的牛比圈养的长得

更好，电商平台的消费者还可以通过

无人机实时看到绿色、生态的放牧画

面，购买会更加放心。”茂县科学技术

和农业畜牧局高级畜牧师孙国李评

价道，他预计生态牧场犏牛出栏价格

会高于市场价一倍左右。

第一个航空生态牧场建成后，很

快吸引了当地政府和老百姓的目

光。不久，茂县松坪沟牧场成为第二

个试点场地，那里地势开阔，草木繁

茂，放养着约1万头牦牛。

2018年，成都航空职院又选派干

部对口帮扶松潘县纳坡村，“航空生

态牧场”项目近期也准备在当地推

广。松潘县是阿坝州最大的牛肉产

出地，其草场更广、牦牛等牲畜围栏

量更多，“无人机放牧”的优势更加明

显。

“我们每年因冻死、饿死、或被狼

叼走等因素造成牦牛减产量约占

10%，有了GPS定位、牛羊生命健康监

控、无人机放牧等技术，牧民这部分

的损失就可以大大降低。”松潘县分

管三农和脱贫工作的县委常委华尔

白非常看好这个项目，希望能在全县

牧区推广。

今年 3 月，“航空生态牧场”项目

成功入选了全国教育扶贫典型案

例。与此同时，成都航空职院又成功

申报了 2020 年四川省科技厅重点项

目“高原山地无人机放牧系统开发”，

将集合多学科优势力量，研发电池续

航更长久、定位更精准的项圈，建立

与动物医学、畜牧养殖等数据交互共

享的生命健康监测平台等，真正用科

技力量减轻广大农牧民的劳动作业

强度，努力为高原地区生态养殖行业

创造上亿元的销售增值。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农产品滞

销成了不少贫困地区、困难群众“挠

头”的难题。近来，凉山州甘洛县的

彝族群众格外高兴，他们的大凉山花

椒鸡鸡蛋、红皮土豆、核桃软糖等农

特优产品在“e帮扶”平台上线后受到

热捧，上线第一天的成交额就达到 2
万多元。

“e 帮扶”是在教育部的指导下，

由电子科技大学携手校友企业共同

打造的电商平台，旨在解决“消费扶

贫”的信息不畅通、物流成本贵、供需

不匹配等问题，在线集中展销贫困县

的特色产品，汇聚高校和社会力量助

力精准扶贫。

该平台已于 2020 年 1 月 10 日正

式上线。目前，教育部45个定点扶贫

县中，已经有44个县的农特产品在“e
帮扶”平台对接上架，共提供了966款

农产品，已完成上架336款，组织和个

人采购总额已达120余万元。

“‘e帮扶’是学校长期坚持以电子

信息技术推动精准扶贫的一个缩影。”

电子科技大学定点扶贫工作办公室主

任杨恩华告诉记者，自2013年学校定

点扶贫贵州省黔东南州岑巩县以来，

不断探索将在电子信息领域的综合优

势，与传统农业的升级改造相融合、与

贫困地区的脱贫奔小康相结合，为贫

困地区开出信息化致富“列车”。

破开“冰点”——
以“电子信息+”助力传统种养殖

业升级
2019 年 12 月 27 日，岑巩县塔山

村的“研究生猪倌”郑培坤目送着装

满生猪离开的卡车，不禁喜上眉梢。

他说：“2019年，村里的标准化养殖小

区已出栏生猪4600头，销售额1300万

元，利润 360万元，将带动 9个贫困村

的 500 余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大幅增

收。”

7 年前，从畜牧业专业毕业的研

究生郑培坤返乡创业搞生猪养殖，建

成了年出栏5000头的标准化养猪场，

努力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但传统养

殖模式存在劳动强度大、病害风险高、

质量难把控等诸多问题”，经过一系列

“试水”之后，雄心勃勃的郑培坤也不

禁感叹“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养殖户的难点，就是教育扶贫的

着力点。后来，在电子科技大学的帮

助下，郑培坤开始尝试利用电子信

息，进行“智慧养猪”的发展思路。

2017年 1月开始，电子科技大学先后

投入资金近 100 万元，帮助“智慧养

猪”项目建成了养殖环境感知系统、

养殖场视频监控系统、养殖场远程管

控系统、养殖场信息管理系统等四个

系统。“电子信息+养猪”，使养猪产

业从“标准化”升级为“智能化”，从

“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发展道路，

走上了“知识密集型”的智能化发展

道路。

“偌大一个养猪场，只需要 6 位

师傅即可完成日常管理。猪舍内的

温度、湿度、通风以及氨气浓度调节

都有传感器自动检测调节，既智能又

精确。猪舍里还能循环播放音乐，帮

助小猪健康快乐生长呢！”郑培坤说，

得益于“智慧养猪项目”，今年，他们

不仅成功规避了“非洲猪瘟”带来的

风险，还实现了增产量、增收益。

电子科技大学挂职岑巩县委副

书记的谢继华介绍，除了“智慧养

猪”，2018年，电子科技大学为岑巩县

大有镇的2000亩果园建成6套远程可

视化农业监控设备、1 套小气候监测

站、1套土壤监测站及 1个展示中心，

打造“智慧果园”，帮助了岑巩县的 83
户贫困户提高了收益，每年每户约增

加6000元的收入。此外，该校还投入

300万元建设“天空地一体化”水稻农

情精准监测与分析大数据平台，为水

稻长势精准监测、药肥精准施用提供

有力保障。

岑巩县副县长张炜振奋地说：

“电子科技大学为岑巩的发展带来了

现代化、信息化的科技手段和管理模

式，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梦想

正在实现。”

解决“痛点”——
推动“消费扶贫”触网上线

“教育扶贫一头连着生产，一头

连着消费，只有打通了两头，才能真

正让贫困群众受益。”杨恩华说，为了

把生产端和消费端紧密联系起来，电

子科技大学又开始了新的探索。

消费扶贫是近年来社会各界通

过消费来自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

产品与服务，帮助贫困人口增收脱贫

的一种扶贫方式，是社会力量参与脱

贫攻坚的重要途径。但随着社会参

与度的不断扩大，线下模式的“痛点”

逐步显现。

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一方面，

线下参与方式的市场辐射范围和影

响力比较有限，难以汇聚更多“以购

代捐”的爱心；另一方面，在一所学校

对口一个贫困县的采购模式下，当出

现大宗采购需求时，对口贫困县的产

能又满足不了。

杨恩华举例说，岑巩县“思州贡

米”自古有名，电子科技大学根据学

校食堂需求量大且较为稳定的特点，

自2013年定点帮扶岑巩县以来，就建

立了长期的农特产品供销关系，仅

2019 年采用订单式采购方式完成大

米购买310.33万元。

但是一所高校的力量毕竟有限，

岑巩县每年的大米库存量依旧巨大，

此外茶树菇、思州柚等优质农产品，

也因缺乏销路而滞销。有意思的是，

一边是电子科技大学“消化”不了岑

巩县的农产品，而同属西南地区的另

一所高校，却因其定点帮扶的贫困县

的产能不足，“买不到东西”。

当然，消费扶贫的“痛点”不止这

些。根据相关贫困地区和企业的反

映，“消费扶贫”面临的“瓶颈”问题，

除了“信息不畅”和“物流昂贵”，还包

括“品质不一”“招标繁琐”“方式不长

效”“供需不匹配”等问题。

“‘e 帮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应运而生。”杨恩华说，建设这个平台

的初心，就是要挖掘贫困地区优质特

色产品，打造贫困县扶贫品牌，加强

扶贫产品宣传，促进产销对接，解决

销售不畅问题，凝聚广泛力量，助力

脱贫攻坚。

找准“交点”——
促进产销两端精准对接
2019 年初，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关于深入开展消费扶贫助力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指导意见》，鼓励教育系

统积极探索消费扶贫的长效机制。

2019年春节前后，电子科技大学联合

相关校友企业，尝试搭建能联通供需

双方信息，打破各高校间信息壁垒的

教育系统消费扶贫采购平台“e 帮

扶”。

据了解，“e 帮扶”有四大特色功

能，首先，各高校可根据需求，上报下

一年度扶贫任务、扶贫采购年度计

划。其次，“e 帮扶”可通过平台算法

为有大宗采购需求的高校及其校友

企业智能推荐最优化的商品采购方

案。再次，用户还可以通过“e 帮扶”

查看高校和贫困县扶贫的进度和具

体情况。最后，通过“e 帮扶”用户可

以自主选择配送方式，可送货上门，

也可集中配送。

为了方便广大消费者快速找到

所需产品，平台根据不同需求划分了

“三区三州”“黔东南山珍”“高原特

产”等 8个类别。针对单位的大宗采

购需求，平台还设置了“大宗采购”

“需求上报”入口，并发布了详细的流

程指南。在扶贫专区，平台还为西南

交通大学、清华大学等开辟了“特色

展销区”。

在这样的框架下，供销两端被逐

渐激活。

在生产端，贫困县的电商公司、

农户等纷纷入驻，有的贫困县已经在

“e 帮扶”平台“尝到了甜头”。在消

费端，各高校除了大力开展定向采

购，还纷纷创新方式方法，倡议、调

动广大师生和校友参与“消费扶贫”

的积极性，并大力推介“e 帮扶”平

台，通过“e 帮扶”采购来自贫困县的

土特产品，正在逐渐成为新的校园

“时尚”。

疫情期间，“e 帮扶”的作用更加

凸显。2月15日，平台策划推出的“助

扶贫、保供应、惠民生，安心宅家享好

物”等促销活动，得到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复旦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等高校的积极支持，一

个月内为因疫情难以外出的师生家

庭送去了 20 余万元的农特产品。既

解决了需求方之难，又缓解了农产品

滞销之困。

杨恩华表示，未来，电子科技大

学将继续坚持科技赋能地方发展的

帮扶理念，围绕循环生态农业发展主

线，与地方政府共同探索并实践“循

环生态农业+旅游业”帮扶模式。“e
帮扶”平台也将持续探索扶贫与消

费、扶贫与商业的深度结合之路，助

力贫困县产品品牌化、产业化和商业

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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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科技大学
向贫困地区开出信息化致富“列车”

■ 王晓刚 本报记者 鲁磊 钟兴茂

在“e帮扶”推动下，甘洛县农户的农业生产热情被激活，图为甘洛县群众正在种植当地名优特产甘洛当归。

成都航空职院研发无人机放牧“黑科技”帮助百姓脱贫增收——

让“苦力活”变“技术活”
■ 本报记者 刘磊 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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