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肯福”模式打造西南喀斯特地区

 生态移民扶贫新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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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江县扶贫关键数据

“肯福”模式

依托环江喀斯特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建立环江喀斯特生态移民与产业扶贫示范区，对示

范区的相关支柱产业因地制宜进行科技开发，并提

供各种服务助力生态脱贫。

扶贫成果

建立了 4500 亩的环江喀斯特生态移民与产业扶贫示

范区，涉及 97 户 513 人，年人均纯收入由 1996 年

不足 300 元提高到 2019 年的 14660 元。“肯福”生

态移民扶贫模式为大规模生态移民提供了科技支撑

与示范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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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简称“环江县”）位于广西壮族

自治区，地处喀斯特区域，生态条件脆弱。中国科学院

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简称“亚热带生态所”）与广西

壮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扶贫办等合作，探索生态移民

扶贫“肯福”模式，发展生态产业，加强喀斯特生态研究。

环江县喀斯特移民示范区人均纯收入由 1996 年不足 300

元提高到 2019 年的 14660 元；培育中药材种植加工和畜

牧养殖等生态产业，实现产值约 2.1 亿元，带动 4000 户

农民脱贫。

环江县的发展困境

环江县总人口 37.8 万，其中毛南族人口 5.8 万，地处云贵高原坡麓

地带的喀斯特区域，土壤贫瘠，资源环境承载力低，干旱洪涝等灾害频

发，生态条件脆弱，属于西南喀斯特石漠化深度贫困区，1996 年全县喀

斯特大石山区人年均收入不足 300 元。

1996 年，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来到环江县

进行扶贫，亚热带生态所曾馥平研究员见证了环江县从穷到富的蜕变征

程。1998 年，他被派驻到环江县任副县长，在这里他看到困难群众吃的

是稀稀的玉米糊，喝的是黄绿色的坑渍水，住的是四面透风的茅草屋，

许多孩子甚至衣服都没有穿。

“到处都是石头。为了生计，农民在石头缝间仅有的土壤上种玉米。”

亚热带生态所党委书记、环江喀斯特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站站长王克林研

究员回忆起初次来到环江县下南乡古周村的场景。

面对当时严峻的扶贫形势，亚热带生态所的研究人员苦苦思索。“我

们意识到扶贫不是送衣送粮就行，只有通过科技和产业扶贫，增强贫困

群众的‘造血’功能，才能从根本上消灭贫困。” 曾馥平这样感慨当时的

情形。如何既减缓石漠化，又能保障老百姓的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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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福”模式树立生态移民扶贫新样板

亚热带生态所的研究员们深入调研，进村入户找群众谈心，最终形

成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将贫困群众搬出大山，并成立扶贫公司，采取“科

研机构 + 公司 + 基地 + 产业”模式推进。王克林等人建议，切断恶性循

环的链条，在环江县城北 3 公里处、以土山为主的肯福屯开展“易地扶

贫”试验示范。

最终，亚热带生态所与广西壮族自治区科技厅、扶贫办等合作，依

托环江喀斯特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从 1996 年开始在环

江县探索生态移民扶贫“肯福”模式，建立 310 公顷的环江喀斯特生态

移民示范区。1996 年 9 月，环江下南、上山、木伦、龙岩 4 个大石山

区乡镇的 97 户 513 名贫困群众就来到肯福屯，一步步建立起“环江生

态移民示范区”。

具体方式为：中科院、环江县联合组建科环扶贫公司，中科院对示

范区水果、甘蔗、畜禽、蔬菜等四大支柱产业因地制宜地进行科技开发，

科环扶贫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责示范区基本建设及经营、开发管理、种

苗供应、技术培训、农产品销售等，为搬迁群众发展产业提供产前、产

中、产后一条龙服务；不搞无偿救济式扶贫，而是由搬迁户分户承包土

地，以贷款的方式购买农资。

通过这种模式，示范区 3000 多亩土地将全部得到合理开发利用，

形成以水果、甘蔗、蔬菜等为主的产业体系，一年实现解决温饱目标，

10 年后人均纯收入超过全县平均水平。

经过 20 多年的科技扶贫，“肯福”移民示范基地的科技生态扶贫成

效显著，年人均纯收入提高到 2019 年的 14660 元，这一扶贫模式给

环江县带来了生态扶贫新理念，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誉为“肯福模

式”。生态移民扶贫 “肯福模式”为环江实施“10 万生态移民”（全国最

大的生态移民安置县）提供了科技依据、技术支持和示范样板，为大规

模生态移民提供了科技支撑与示范样板。

  

复合农牧：高质量绿色发展的新探索

20 多年前的肯福屯还是杂草丛生的荒山野岭，要想脱贫致富，必须

发展可持续的生态产业。环江县在水土流失控制、植被恢复等石漠化治

理模式的基础上，培育了经济林果、中药材种植加工和畜牧养殖等生态

产业，为搬迁群众拓展增收渠道。科环公司因地制宜，带领移民发展水

果、甘蔗、畜禽、蔬菜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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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喀斯特生态功能的研究，王克林团队提出“种草养牛”的保护

性发展模式。古周村和下塘村建立了养牛示范基地、退耕还林种草养牛

循环生态农业模式示范基地、退耕种桑养蚕示范基地、生态林示范基地

等；种草养牛重点户 91 户，牛舍 2770 平方米，优质牧草 516 亩。“牧

草是多年生植物，只在种植时翻耕一次，大大减少了土地扰动；一亩牧

草能养活一头牛，卖牛能增加农民收入，牛粪可用作有机肥和生产沼气，

一举多得。”曾馥平说。

为了让那些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户也能脱贫致富，王克林团队创造

性地提出“贷牛还牛”模式——这些贫困户只需养殖自己无息贷得的菜

牛或者将其委托给家庭农场、合作社等代养，牛一卖就能拿到分红。据

统计，2018 年环江县出栏商品菜牛 4.5 万头，产值达到 4 亿多元。

发展养殖业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也带来农村环境污染和养殖废弃物

的处理等问题。针对污染问题，环江开展了绿狐尾藻治理污水及资源化

利用示范，水质达到三类标准，吸引了广西区畜牧水产局等到示范基地

参观交流；该模式纳入广西农村环境治理方案，得到广泛推广。王克林

环江县林下种草（↑）

喀斯特山区替代型种草养牛示范（→）

环江县下塘村林下种草及菜牛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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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复合农牧生态系统被证明能够兼济生态恢复与特色产业发展的平

衡，实现脆弱地质环境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开启了喀斯特贫困区域高

质量绿色发展的新探索。

肯福示范区进行了珍稀濒危中草药种源保护繁育基地建设，中草药

野生抚育、生态种植和林下野生态种植技术研究与示范；2016 年在玉环

村下开、下洁、内希等 3 个自然屯种植 118 亩中草药，辐射全县种植中

草药 2880 亩，涉及多个品种。

这里也培育红心香柚、砂糖橘、沃柑、澳洲坚果等特色高值经果

林产业，推广面积达 13.5 万亩，仅红心香柚推广面积 6.8 万亩，产量

7200 吨，产值 4320 万元，已经成为环江县“八大扶贫产业”之一。

2017 年，环江县首个自治区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和自治区农业特色示范园

建立，示范面积达 1 万亩。

肯福示范区还发展茶产业，以农户为单位、分散型林下种植石崖茶，

既能增加农户收入、又能保护生态环境；同时培育木论天然食品有限公

司，产品广销两广地区；开发环江特色菜牛、香猪高端产品，提高生产

价值，惠及 6 个乡镇贫困户，新增年人均养殖收入 2000 余元。

在第一批搬迁户中，刘金玉是唯一的女性。当时她 40 多岁了。她说：

“我已经穷了 40 多年，有这个机会我要搏一把！”但是她的丈夫并不

愿意搬迁，刘金玉做出了令人惊讶的决定：自己带着两个女儿搬迁。经

过 3 年的肯福示范区建设，刘金玉家里年收入由原来的 800 元提高到了

1600 元。此外，由于距离县城较近，两个女儿的教育得到了妥善解决。

眼看着移民搬迁带来的新变化，刘金玉的丈夫也很快搬到移民新居生活

了。全家人和其他移民一样，开始种植柑橘，搞起了养殖，生活较移民

前有了大幅度的改善。

谈及“扶贫经验”时，曾馥平最大的感触是要给当地百姓带来新理

环江县养殖污水生态处理（←）

喀斯特山区农村污水生态治理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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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既要考虑市场经济效益，又要兼顾生态环境保护，“不进行一窝蜂

盲目开发”。王克林认为：“环江模式探索了喀斯特区域生态产品价值与

美丽中国的实现路径，表明保护生态环境和发展经济是可以平衡、共存

甚至是相互促进的。”

科技扶贫促进喀斯特生态学科的发展

环江县科技扶贫产业也牵引了喀斯特区域生态研究工作，并直接促

进了环江喀斯特生态系统国家野外观测研究站（环江喀斯特站）的建立。

环江站面向新时期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战略需求，围绕西南喀斯特区域石

漠化治理与扶贫产业发展，近 5 年在喀斯特生态系统格局—过程—服务

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研究与应用示范成果。其重要研究结果多次在《自然》

子刊等国际期刊发表，并在广西重大科技创新基地基础上，获批中科院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喀斯特关键带平台），成为国际喀斯特生态

研究领域的优势团队。

“下一步，中科院亚热带生态所将依托环江站以及广西科技厅所属的

广西石漠化治理工程技术中心，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果，建立长效扶贫机

制，把环江站作为科学院和广西合作的纽带桥梁，通过‘结构性调整、

内涵式发展’的改革，在做好扶贫项目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喀斯特区生

态修复与保护、绿色发展与乡村振兴等方面研究，为以广西为主的西南

喀斯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王克林表示。

未来，王克林还有更大的“野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喀斯特

地貌占全球的 70%。围绕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我们希望把

中国绿色修复模式和技术推向有需要的发展中国家。”

环江县山豆根原生种培苗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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