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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数据显示：
截至 2016 年年底，我省海东市农村少数
民族群众在全国 270 多个大中城市开办
的拉面店达 2.52 万家，在东南亚及周边
国家和地区开办拉面店 200多家，从业人
员 16.4 万人，拉面经济及相关产业经营
收 入 达 111.58 亿 元 ，实 现 利 润 33.05 亿
元，从业人员工资性收入 36.48亿元。

如今，在拉面之乡化隆回族自治县，
我们看到了“面二代”的崛起，我们听到
了化隆县驻外拉面经济办事处的新声
音：青海拉面大有作为。

拉面办事处主任的快乐
和失落

谭胜林是化隆县驻济南市拉面经济
服务办事处主任，他是办事处的“老人”
了，从事拉面驻外服务 14年，今年他倍感
高兴，同时又很失落。“刚开始，拉面馆子
都依赖着办事处，觉得有我们才踏实，那
时候我们是消防员，要经常去帮他们‘灭
火’，去派出所解决各类纠纷是常有的事
情，忙得不可开交。”谭胜林回忆，这几
年，尤其是今年，他不再为这些杂事忙
碌，拉面人也都在学习和进步，这让老谭
倍感高兴。

“今年明显感觉到，‘面二代’甚至是
‘面三代’年轻拉面人的思想已经完全超
越了我们，拉面人对办事处的依赖换了
种方式，不是大事小事都来找，而是要咨
询政策就过来了，想扩大店面申请帮助
了，就会来办事处坐坐聊聊。”拉面人的
成长，依赖方式的转变，一下子让办事处
的“老人”有些失落。

14 年前，山东省共有化隆籍拉面馆
不到 200 家，如今，拉面馆的规模激增至
2000家。

马林是驻佛山市办事处主任，他看
到了新老拉面店的更替，看到了青海拉
面焕发勃勃生机。“广州是一座焕发着活
力的城市，我们的拉面人也同样与时代
共进，老一代的拉面店逐渐被升级为新
店，规模和服务不断提档升级，重新起航
的青海拉面人大有作为。”马林看到了青
海拉面焕发出的生机，激动不已。

据不完全统计，广州市 80 后、90 后
开的拉面店占到一半以上。树立品牌才
能走得更远的理念根深蒂固，以前 90%
以上的拉面店挂着兰州拉面的牌子，现

在都有意识地取下来，注册了自己的商
标。

魏建华是驻广州办事处主任，他说
起了服务对象从保守到热情的转变。“刚
开始拉面店对办事处的态度都很保守，
现在我们跑遍了每一家拉面店，老板们
的态度都很热情，我们为他们服务，他们
也成为了我们的朋友。”魏建华说。

“带薪在岗实训+创业”
扶贫模式全国首创

海东市现有贫困户 4.8 万户 17.57 万
人，贫困村、贫困人口分别占全省贫困
村、贫困人口的 40％和 33％，在我省各市
州中贫困面积最大、贫困人口最多、贫困
程度最深。仅以化隆、循化两个县为例，
从事拉面经济的人员占两县农村人口的
三分之一以上，拉面经济收入在农民人
均纯收入中的比重由 2000 年的 20％增
加到现在的 40％以上；其中有 8731 户贫
困户通过贷款外出开办拉面店，从业人
员 1.13 万人，年经营收入达 58.11 亿元，
实现利润 19.11亿元, 在拉面店务工的海

东籍贫困人员工资性收入达
9.02亿元。

去年，“带薪在岗实训+创
业”扶贫模式启动实施，贫困
户只要有意愿学技术开馆子，
政府就给扶持。以在全国开
办的拉面店为载体，将精准识
别的贫困对象与拉面馆对接，
贫困人员在拉面实体店带薪
实训接受培训，争取两年内成
为掌握拉面技艺的技能人才，
政府以每年 5000 元的标准补
贴两年，拉面店每月支付不低
于 3000 元的工资，实训人员
年人均收入达 4 万元以上，带

动 1270 户精准识别贫困户稳定脱贫，其
中 80户精准识别贫困户通过“邻帮邻、亲
带亲”的方式开办了拉面店。

今年，新增 3096名贫困人员接受“带
薪在岗实训+创业”扶贫模式，年底可以
使 2080户精准识别贫困户实现脱贫。这
一扶贫模式又挂上了“国家级”，得到全
省推广，属全国首创，受到国家相关部委
的肯定。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16年底，海东
市已有 1.28万户、7.26万贫困人口通过从
事拉面经济实现脱贫，占各县区近 10 年
脱贫人数19.6万人的37.1％。

青海扶贫拉面产业服务
中心有个青海“马云”

马青云，他的同事开玩笑叫他青海
“ 马 云 ”。 辞 去 公 务 员 职 位 ，做 起“ 拉
面+”，青海拉面搭乘“互联网+”的快车提
档升级。说起创业初衷，马青云坦言：

“我是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每年上大学
的钱，都是哥哥卖掉几千碗拉面挣来的，

我不想看到贫穷再次发生，我想用自己
的力量助拉面人一臂之力。”怀着拉面情
怀，马青云不断努力创新。

2015 年，青海扶贫拉面产业服务中
心成立，主营业务分为线上和线下两个
部分。线上业务主要通过“中国拉面网”
网站和“中国拉面网”微信公众号以及

“中国拉面网”APP 进行产品宣传和线上
交易。线下业务有占地面积近 5000平方
米的青海省拉面产业培训基地，主要从
事餐饮创业、餐饮技艺、职业规划和技能
培训。

打开中国拉面网 APP，招聘求职、转
让信息、政府政策、拉面视频一应俱全。

截至目前，中心在全国的青藏高原
土特产品物流配送点已达 22 个，基本覆
盖珠三角、长三角以及京津冀地区，日销
售额达 10 万元，对青海其他贫困地区的
农畜产品产业和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
推动作用。

海东市共有 777 户从事拉面经济的
少数民族群众返乡创业，涉及餐饮服务、
牛羊育肥及冷藏配送、建筑建材、饲料加
工、调味品加工、电商、农家乐、旅游住宿
等 23 个行业，开办的民营经济实体达
523 家，年经营性收入达 5.7 亿元，吸纳
6786 名当地贫困群众就近就地就业，从
业人员年工资性收入 1.69 亿元，拉面经
济的发展成效不断显现。

以前的贫困县
如今成轿车别墅状元村

化隆、循化两县原来是全省贫困面
最大、贫困人口最多的两个县，通过拉面
经济的发展带动，两县近两万名贫困农
民不但脱贫，而且致富，“轿车村、别墅
村、小康村”遍及两县，高考状元也在拉
面人的家里诞生。

“每年夏天，化隆县城可以办名车展
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汽车在街道穿梭，这
些都是拉面人艰苦创业的成果。”化隆县
就业服务局局长赵鸿饶有兴致地说，这
两年，就连高考状元都多了，都是回乡的

“拉面娃”。
有关数据显示：海东市从事拉面经

济的少数民族群众在省内外城市和县
（区）城镇购买 3142 套楼房，8649 人购置
家用轿车，12476 名群众自建房屋，各类
资金投入达 22.56亿元。

“拉面英雄”不断涌现，拉面创业人
员累计在家乡教育、文化等社会事业方
面的捐资达 2000 万元以上，济困扶贫资
金近 2000万元。在国内发生重大自然灾
害时，从事拉面经济的群众慷慨解囊献
爱心，汶川、玉树地震后，开办拉面店的
群众自愿捐款达 368万元，特别是化隆县
群众马牙古拜在海南省开拉面店时拾金
不昧、马成义在天津港爆炸事故发生后
用一碗碗免费拉面温暖受灾群众和救援
人员的事迹传为佳话。

第一代拉面人用汗水和辛劳换来了
新生活，如今，“面二代”已经崛起，赶着
时代的车轮不断前行，青海拉面大有作
为。

我省拉面产业发展呈现系列效应

青海拉面扶贫模式全国首创
本报记者 莫青 文/图

新华社北京 7 月 16 日电 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决策，
出台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方案，重要
领 域 和 关 键 环 节 改 革 举 措 取 得 重 大 突
破。为全面总结和展示改革的进展和成
就，中央组织拍摄了十集大型政论专题
片《将改革进行到底》。该片将从 7 月 17
日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并在

融媒体平台同步推出。
该片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
战略，充分反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高度的政治责任
感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统筹推进“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整体谋划部署党的十八届三中、
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确定的改革任务，带

领 13 亿中国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扎
实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

该片是对全面深化改革全景式、权威
性的梳理总结，既体现了较强的思想性和
理论深度，又讲述了人民群众身边生动的
改革故事。全片共分十集，分别为《时代
之问》《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人民民主
新境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延续中华
文脉》《守住绿水青山》《强军之路（上、

下）》《党的自我革新》《人民的获得感》。
在党的十九大即将召开之际，这部政

论专题片的推出，将进一步鼓舞全党和全
国各族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坚持改革正确方向，
保持改革定力和韧劲，继续解放思想、勇
于实践，把全面深化改革事业不断向前推
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大型政论专题片《将改革进行到底》今日开播
充分展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非凡历程

马青云向广州客人介绍化隆拉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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