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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旬老人还能高高兴兴上班挣钱

看产业扶贫如何普惠滩区百姓
5月 8日，李克强总理冒雨探访

封丘黄河滩区贫困群众，跟村民聊家

常、算细账。特别是对滩区群众搬迁

之后是否有稳定的就业和收入问题，

总理十分挂心，问得也很细。

两周后，河南日报新乡观察记者

再次到封丘就总理关心的问题深入采

访，看到无论是应举镇和留光镇的农

旅融合、黄陵镇的食用菌，还是鲁岗

镇的多肉植物基地、城关乡的光伏发

电以及居厢的丝瓜种植……该县实

施的“一镇一业”扶贫产业项目让大

部分乡镇都有了自己的特色产业，并

通过产业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

□新乡观察记者 李虎成 代娟

5月 20日上午，记者走进位于封丘县应
举镇的嘉联生态园，看到72岁的应举镇应举
村村民曹广法正在葡萄园里除草。站在生
态园里，就能看见自己家，这个岁数还能在
家门口找到适合自己的活儿干，曹广法别提
有多高兴了！

曹广法的家庭是个典型的因残致贫家
庭。老伴儿和儿媳妇下肢残疾，基本没有劳
动能力；儿子三级残疾，也只能干些轻活
儿。全家的生活来源只有5亩多的土地，生
活极其艰难。这种日子一度让曹广法看不
到头，甚至感到绝望。

2013年10月，河南嘉联农林有限公司在
应举镇应举村、南范村等4个村流转土地2000
余亩，以打造豫北“绿博园”为目标，发展名贵
特色园林苗木种植、特色林下经济、生态休闲
旅游等。前不久，嘉联生态园乡村旅游景区还
被评定为3A级旅游景区。

曹广法家的5亩地流转给了嘉联农林公
司。每亩地不用自己耕作，一年得流转费
1200元，县财政每年每亩再补助 200元，5
亩地就为他们家带来7000元的收入。作为
种地的“老把式”，村里还和嘉联公司协调，
介绍包括曹广法在内的46名贫困户到嘉联
公司打零工，一天50块钱，一年可再挣1万
多块钱。

今年，应举镇还把上级拨付的每户8000
元的扶贫款转化为合作社股份，根据群众意
愿参股嘉联农林，除了陆续返还本金，3年内

年年都能获得800至1000元的分红。去年，
家里还添了一个健康的小孙子，曹广法渐渐
觉得，这以前觉得看不到头的穷日子终于要
到头啦！

5月20日，在距离嘉联生态园20公里之
外的留光镇和谐农业种植基地3号大棚内，
70岁的司秀香老人正在为游客挑选成熟的小
西瓜。哪些瓜授粉晚，瓜蔓上系着的毛线不
一样，她一遍遍为游客介绍着。如此耐心，是
因为她很珍惜这份工作。说起家庭情况，老
人两眼含泪。原来，老人有3个儿子，三儿子
因为肾衰竭去世了，花费的数十万元也拖穷
了老大、老二。儿媳妇再嫁，家里还有个卧床
多年的老伴儿，她一个人还要照顾孙子。为
了生活，老人之前在家为邻居们压面条，每天
收入不过十几块钱甚至更少，连老伴儿吃药
钱都无法维持。

如今，在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帮扶下，司
秀香成了和谐种植基地的一名瓜果管理员，
不仅方便照顾老伴儿，每天50元钱工资也让
一家人的生活有了着落。

65岁的刘春芬是新乡市倍儿鲜食品有
限公司破格入选的、年龄最大的一名员工。
由于丈夫身体不好，儿子马上高考，生活的
重担几乎全落在她一个人的肩上。自从乡
里介绍她到倍儿鲜公司工作，刘春芬像变了
一个人，每天都开开心心。“我这个年纪进
厂，不遭人嫌弃，每月还能挣2500块钱。真
是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

“你看，二车间旁边这块空地，是正在规
划设计的三车间和科技研发楼，预计年底
前,公司会将位于两省3个基地类似粽子、春
卷、馄饨、面点等系列手工制品全部放在封
丘生产。”5月21日，在位于封丘县的新乡市
倍儿鲜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汪运勇向记者
介绍。倍儿鲜不仅是省市龙头企业，还是经
农业部认定的一二三产业融合企业。该厂
在封丘的主业是生产速冻水饺。

去年年底开始，为了助力国家级贫困县
封丘脱贫攻坚，倍儿鲜公司公开承诺要招收
100名贫困人口就业，如今已到位 82人，每
人年收入不低于3万元。

由于速冻水饺的机械化程度较高，安置
员工有限。倍儿鲜特意新上了粽子生产
线。“粽子机械化程度低，可以更多安排贫困
户就业。即使是残疾人，只要双手能动，都
没问题。”王村乡党委书记杜成景说，由于粽
子季节性较强，倍儿鲜计划将其他厂的手工

制品生产也全部并入封丘。
以前，倍儿鲜公司招人时，员工年龄限

制在45岁以下。但为了尽可能照顾年龄较
大的贫困户和一些残疾贫困户，倍儿鲜开
通了贫困户就业“绿色通道”，用工年龄门
槛从 45 岁放宽至 55 岁，乃至 65 岁！有残
疾的，只要能具备基本就业条件，他们也全
部接收。

汪运勇表示，支持扶贫，企业同样受益。
为帮助当地农村脱贫，倍儿鲜流转了1000多
户农户的近3000亩地，为该企业生产所需的
蔬菜，不仅解决了菜农销路问题，还让倍儿鲜
一年减少200多万元的采购成本。此外，由政
府出面招工，号召力强，也替企业大大节约了
招工成本。同时还可享受财政扶持政策、产业
扶贫贷款贴息……

在倍儿鲜的带动下，郑州一家同是生产速
冻产品的福元食品公司也落户封丘，并积极参
与扶贫开发。

七旬农民上班领工资？没错

能具备基本就业条件？全收

“还没见过这样红橙、乳黄颜色相间的
小西瓜呢，关键是放在嘴里入口即化，真甜，
好吃！”5月20日，在有着“相思小镇”之称的
封丘县留光镇，和谐种植基地的首届瓜果采
摘节正式开幕，来自开封的张娜女士品尝完
采摘节上一种名叫“彩虹瓜之宝”的小西瓜
后赞不绝口。

由于前期宣传到位，和张娜一样，获得
消息后，当天来自长垣、新乡、开封、郑州等
地的游客三五结伴前来尝鲜。

留光镇总人口5.2万人，截至目前共有建
档立卡贫困户1189户3548人。作为我国相
思文化的源头和树莓之乡的发源地，该镇考
虑将树莓种植基地、相思文化、乡村旅游结合
起来，搞高效农业、乡村旅游等扶贫产业。

一人就业，带动全家脱贫。留光镇提出
“政府引企业、企业选产业、产业定基地、基地
连农户”的“四位一体”产业扶贫发展模式。

前不久，留光镇从南方引进一家电子玩
具生产公司。4月 15日达成意向，5月 1日
就实现试产。“这家企业全部投产后需要

1000名工人，按每人月工资2000元计算，每
个月就能为当地村民增收 200万元。早一
天投产，就能早一天解决村民就业。”留光镇
党委书记薛峰表示，“通过留下企业，借势扶
贫，产业扶贫，才让我们真正看到了脱贫的
希望！”

与留光镇类似的是，位于黄陵镇的食用
菌产业扶贫基地，自去年8月15日开始建设，
从规划选址，到租地、建棚、出香菇，仅仅用了
40天时间。目前已建成大棚41座，冷库、烘
干车间也已在年前投入使用；年后又新上了
菌袋制作、基料蒸制设备。该公司项目一期
已安置贫困户 49人就业，覆盖 245户贫困
户。从“留光速度”到“黄陵速度”，拼的不只
是速度，还有基层干部踏实扶贫的工作作风。

封丘县委书记李晖表示，产业扶贫才是
群众脱贫的根本途径。要想让群众彻底脱
贫，必须坚持产业带动，富民兴业。封丘倾力
扶持建设一批贫困人口参与度高的特色产业
（就业）基地，就是要真正“把有能力的带起
来、没有能力的扶起来”。15

有能力的带起来 没能力的扶起来

□新观

封丘县高度重视产业扶贫，大力扶持

建设贫困人口参与度高的特色产业，目的

就是要“把有能力的带起来、没有能力的

扶起来”。

我们欣慰地看到，如今在封丘已然形

成了群众脱贫意愿强烈、企业积极行动、

政府全方位服务的良性格局。从“留光速

度”到“黄陵速度”,这些“封丘速度”拼的

不只是“速度”，而是饱含带领群众早日摘

掉贫困帽的“激情”。

反过来说，扶贫绝不是靠某一个单

位、某一级政府的单方努力，而是要真正

实现全民行动，全员上阵，全方位覆盖，形

成全社会都来关注、助力脱贫攻坚的强大

合力。这就要求政府要出台好政策帮扶

贫困户、激励带贫企业；更多的企业要反

哺社会，积极吸纳贫困人口就业，帮带贫

困户脱贫；贫困户提振信心，激发脱贫致

富的内生动力……
只要肯动脑筋、带着感情来扶贫，就

一定能够找到好的扶贫办法。也只有心

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脱贫工作中不

弄虚作假、不搞数字脱贫，就一定能确保

全面建成小康路上“不落一人”。15

扶贫攻坚必须聚力同心

封丘树莓节，
游客体验自助采
摘 资料图片

▲

70岁的司秀香在家门口就了业 代娟 摄

65 岁的刘
春芬是倍儿鲜
食品公司“破格
录 用 ”的 职 工
代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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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新乡观察记者 赵同增 通讯员 李建彬）
5月22日，中国·延津优质小麦产业观摩暨产销协作大
会在延津举办，来自中国农科院、中国农业大学等科研
单位的近20位农业专家，全国多个省市的粮食部门负
责人，逾百家食品、粮食加工、仓储企业的代表齐聚一
堂，让这次会议成了优质小麦产业盛大的“峰会”。

此次活动为期一天，由中国优质小麦产业技术创
新联盟年会、优质小麦观摩、农业供给侧改革论坛、招
商引资经贸洽谈暨签约仪式等部分组成。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优质专用小麦发展。去年以
来，我省将豫北、豫中东地区划定为优质强筋小麦生产
区，将豫南地区划定为优质弱筋小麦生产区，在三个麦区
选定延津、淮滨、永城等8个县（市），开展单品种集中连
片种植，标准化生产，形成千亩以上单品种片区140个，
万亩以上单品种片区62个。目前，全省280万吨左右的
优质专用小麦已签订订单238万吨，订单率达到85%。

会上，省农业厅相关负责人透露，我省将继续按
照“四化”“四专”的思路加大优质专用小麦发展力度，
力争今年秋播种植面积达到800万亩，到2018年达到
1200万亩。15

□新乡观察记者 孔学姣 赵同增

“这是一件大好事，黄河滩区人民搬进新家有希望
了！”全国人大代表、新乡市糖业烟酒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长买世蕊特别开心。

几天前，买世蕊受邀与国家相关部委的负责人一
起深入河南、山东的黄河滩区进行实地调研。他们白
天走村入户了解百姓意愿，晚上开会讨论滩区迁建实
施方案。

“按照计划，整体规划方案在月底前就会提交上
去。等方案获批以后，有了国家财政支持，滩区人民只
用出很少的钱就能住进统一规划建设的新家，再也不
用担心洪水的威胁了。”5月 21日，见到记者时，买世
蕊仍抑制不住激动之情。

长期以来，受国家防洪法律法规限制，滩区内不能
进行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湿地范围内限制发展养殖
业，滩区经济发展滞后，是我省贫困人口较为集中的地
区之一。

熟悉买世蕊的人都知道，多年来她一直心系滩区
人民的生产生活。作为一名来自基层的全国人大代
表，她连续九年在全国两会上提出加大对黄河滩区基
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加快滩区发展步伐。如今，她的

“执着”终于有了回应。参与调研的国家发改委农经司
一位负责人由衷地说，“滩区人民能切实受益，离不开
买世蕊这么多年的坚持。”

关注滩区多年，买世蕊对滩区人民的生活感触很
深。“夏天一下雨，有些人家院里屋里全是水，仅有的几
件家具都泡在水里。不搬出来住真是不行了。”她说，

“滩区百姓人数多，整体生活水平不高，只有加大对滩区
发展的扶持力度，我们才能如期实现脱贫目标。”

她对滩区的关注，源于多年前的一个善举。
2004年，买世蕊在卫辉市后河镇一所小学捐助成

立了一个“春蕾女童班”。她的初衷很简单，就是让贫
困家庭的女孩子也能有机会读书，看到外面的世界。
在她的帮助下，这个班的40个学生，如今全部考上了
大学，她们都称买世蕊为“妈妈”。最让买世蕊欣慰的
是，她们中的不少人都身体力行，积极参加义工活动，
把爱心传递下去。

就是在资助孩子们的过程中，买世蕊对贫困家庭
的生活有了更直观地了解。“有个小女孩，家里只有年
事已高的爷爷奶奶和身有残疾的妈妈，全家就靠9岁
的她卖烧饼维持生活，太不容易了。”

从那时起，热衷于公益事业的买世蕊开始关注更多
的贫困家庭。在她生活的新乡市，她注意到黄河滩区农
民人均收入与全市农民人均收入相比还相差甚远，滩区
基础差、底子薄，贫困人口更为集中。她深感一个人的力
量是远远不够的，只有让更多人来关注滩区发展，才能彻
底改变滩区人民的生活状况，这就有了她连续九年坚持
为滩区人民“代言”。

“滩区人民搬出来后生活得好不好，基础设施是不
是完善，我都要继续关注。滩区的事儿，就是我自己的
事儿，只要我还是人大代表，我就要尽我所能去帮助他
们。”买世蕊说。7

买世蕊的滩区情

延津举办
优质小麦“产业峰会”

本报讯（新乡观察记者 宋红胜 通讯员 郭玉钊）
5月 23日，记者从位于长垣县的河南卫华特种车辆有
限公司（下称河南卫特）获悉，由该公司研制生产的移
动式高空举升制瓦车，被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列入地方
标准。据了解，这款车辆尚属国内首创。

记者在河南卫特看到，这种高空制瓦车集机械、液压
和电气控制于一体，可将长达10米、重达8吨的制瓦机
举升到16米高空，满足厂房屋面彩钢瓦的铺设需求。据
该公司总工程师张宗山介绍，此前屋面彩钢瓦基本都是
将彩钢卷在地面压制好后，通过人力或吊机起吊到屋
顶。这样不仅费工费力、质量差，还有很大安全隐患。

“施工1万米彩钢瓦，高空制瓦车仅需1天半时间，
人员工资不到2000元；而传统方式需要4天，工资成本
要1.2万元以上。”张宗山说，在施工效率、质量和安全性
等方面，高空制瓦车优势明显。该款特种车作为首创产
品，已获得了省科技成果鉴定和重大技术设备首台套认
定，并成功申报了1项发明和5项实用新型专利。15

长垣研制
我国首台“高空制瓦车”

信息速递

为真正实现产业带动，富民兴业，封
丘县着力把5个主体与贫困群众之间划
上了“+”号。

一是“党组织+”。县委、县政府深入
基层，问需于民、超前谋划项目；专业人
员科学论证、把关推荐项目；乡村两级组
织考察，筛选确定项目，因地制宜发展特
色产业。以合作社为代表的特色产业经
营主体大量涌现，全县有43个村党支部
书记带头成立合作社，吸纳贫困户参与
生产经营，带动贫困群众3000余户。

二是“合作社+”。农民合作社以流
转土地挣租金、资金注入挣股金、务工就
业挣薪金的形式带贫。目前全县109个
合作社与贫困户结成联股、联利共同体，
实现股份到户、利益到户。黄陵镇的香
菇俊胜食用菌合作社、留光镇的和谐农
业合作社都是鲜活代表。

三是“龙头企业+”。因势利导搭建企
业带贫绿色通道，借助生命果有限公司、
霍嘉食品有限公司、倍儿鲜食品有限公司
等健康食品企业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
根据企业用工、原材料、贫困户就业、发展

生产等方面的需求，带动特色农产品生产
和贫困户增收，政府根据企业规模和带贫
多少最高可拿政府奖励百万元。贫困户
以到户增收资金入股企业分红，进入企业
务工年收入可达3万元以上，形成了企业
发展、贫困户增收的双赢局面。

四是“乡村旅游+”。依托封丘长寿
之乡优势，发展乡村旅游，实施生态旅游
扶贫，促进生态资源向生态资本和经济
效益转变。曹岗山水园林和“万亩花
海”、陈桥东湖湿地、应举嘉联农业引爆
封丘旅游业。今年以来，共接待游客40
余万人,为 1700余户贫困户增加收入。
山水生态休闲农业扶贫项目总投资5亿
元，建设集生态种植、研发科普、观光旅
游、休闲度假四大功能于一体的田园综
合体，项目建成后可带贫6000人左右。

五是“庭院经济+”。充分挖掘贫困
村特色资源，大力实施庭院经济+扶贫，
因地、因村、因户制宜，形成一村一品、一
村一景。整体推进贫困村、贫困户房前
屋后发展林果业，实现增加收入、美化环
境、提升自信。15

链接

5个“+”助力产业扶贫

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