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乡县赵店乡花洼村切纸扶贫加工车间工人正在作业 庞磊 摄

内乡县岞曲镇供港蔬菜基地工人正在采摘蔬菜 庞磊 摄

西峡山茱萸喜获丰收 李晋 摄

猕猴桃收获季节，农户们纷纷装箱将其运往全国各地 李晋 摄

西峡县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无公害优质香菇，如今，以香
菇为主的食用菌产业已成为西峡农村的主导产业之一 李晋 摄

猕猴桃成了山区农民脱贫致富的支柱产业 李晋 摄

2017年8月11日 星期五
统筹 尹红杰 李铮 孙勇 组版编辑 王屹立14│地方观察/南阳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吴曼迪 通讯员 石雪帆 杨
振辉）“那条崭新的高压线，可是村里的致富线。”8月 10
日，在淅川县老城镇叶沟村光伏扶贫发电基地，叶沟村党
支部书记叶青林指着不远处崭新的高压线介绍道。

“村里光伏扶贫发电站于今年 6月建成运营后，两个
月时间已发电 1.02万千瓦时，并网收益增加村集体收入
7000元，我们这个贫困村终于有了自己的增收产业，村民
们可以发‘光’财了。”顺着叶青林所指的方向，记者看到
一块块晶硅光伏面板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一台400千伏安
的变压器正在有条不紊地工作着。

淅川县地处秦巴山区，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及南水
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限制条件多，脱贫难度大。光
伏扶贫作为国家精准扶贫的十大工程之一，成为淅川县
实施产业扶贫、促进贫困群众增收脱贫的重要途径。

据悉，按照每个贫困户5千瓦的建设标准，截至今年7
月，淅川县 104个贫困村的光伏扶贫项目共新建 10千伏
线路 53.58千米，新增配电变压器 104台，敷设电缆 25.41
千米，新增专线光伏并网接入箱104台。目前这些项目已
全部并网发电，年发电量可达 5170万千瓦时，电费收入
5066 万元，惠及 4484 户困难群众，可确保每户年增收
3000元以上。8

产业扶贫是脱贫攻
坚的基础，是增强贫困
群 众“ 造 血 ”功 能 的 关
键。在南阳“千企帮千
村”活动实践过程中，以
产业、项目为引导，带动
贫困地区发展态势的整
体提升，为形成长效稳
定脱贫机制打下了坚实
基础。

走进内乡县余关镇，
村道宽阔，路树成荫，房
前屋后村庄周围华丽变
身，一排排独具风格的
民宅错落有致，精神文
明建设宣传长廊熠熠生
辉，顽皮孩子在小广场
上尽情嬉戏玩耍，悠闲
的老人拉着家常……原
本被形象总结为“七沟
八岭一面山，沟沟湾湾

村相连”的余关镇，今天已经蝶变为国家级“美丽乡
村”试点。

“你看，世界单体养殖规模最大的牧原十七分
厂、豫西南最大的薄壳核桃基地核心区、市百个重
点推进社区牧原兴盛社区……这些产业的兴起，切
实改变了余关的面貌。”该镇负责人李耀武兴奋地
告诉记者，企业带动了光伏电站、易地搬迁、美丽乡
村等一系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扶贫
组合拳”越打越顺。

在南阳脱贫攻坚工作中形成的“千企+千村+
N”模式，核心是围绕产业和就业做文章，利民利企
接地气。在这一模式的实践过程中，帮扶企业和
被帮扶村通过“公司+基地+农户”、投资入股、合
作经营、托管经营等多种方式，使被帮扶村的群众
收入得到增加，环境得到改善；使企业在帮扶过程
中拓展了发展空间、塑造了良好形象，实现了自身
发展。

作为农业产业化龙头的牧原集团，在余关镇创
新探索出“两个全覆盖”精准扶贫模式，即“养殖+光
伏”双管齐下，组织贫困户入股养殖专业合作社，同
时将养殖场 80万平方米猪舍屋顶的固定资源无偿
提供给县政府开发光伏扶贫项目，确保每户每年稳
定增收 6200元以上。目前，这两个“全覆盖”已经
将全县贫困户全部涵盖在内。

余关镇提出“五年造就一座生态新城”，按照产
村相融、因地制宜的原则，该镇以路网、水系、景观、
庭院、单位绿化为重点的生态景观绿化正大规模展
开，并持续实施农房改造、基础设施、环境整治、生
态建设、文明创建“五大工程”。

“未来，余关要打造农游发展引领区、精品农业
示范区、扶贫产业创新区，加快富民产业培育，鼓励
发展特色种植、特色养殖、乡村旅游等优势产业。”
由于牧原这一“龙头”带动，余关镇已经确立了新的
发展目标，李耀武表示，他们将争取牧原集团等有
实力的企业合作，走村企共建道路。

“参与帮扶的上千家企业，多数是民营企业，前
期只能靠鼓励引导，为保障长效机制的形成，我们
采取了宣传督促和政策倾斜等多种方式。”周大鹏
介绍。

该市抽调专人定期开展“千企帮千村”巡查活
动，同时，各级政府出台优惠激励措施，进一步激发
企业能动性。唐河县对凡帮扶企业到帮扶地建立
扶贫项目的，每吸纳一个贫困人口就业并实现脱
贫，县财政对企业奖励 3000元，对帮扶企业年终考
核被评为优秀的，在工业企业星级评定、融资担保
等方面给予重点倾斜；淅川县财政出资 5000万元，
设立扶贫贷款风险补偿金。帮扶贫困人口 20人以
上的小微企业，可获得最高 300万元的贷款，同时
对符合条件的规模土地流转项目在贷款、贴息、担
保、保险等方面给予支持；内乡县出台了对民营企
业参与精准扶贫的优惠政策，在资金使用、土地租
赁、政治安排等方面，可享受县制订的十二条招商
引资优惠政策。

“实施‘千企帮千村’，引导企业与农村市场深
度融合，以产业化为纽带，让‘村企一体化’逐渐铺
开，贫困地区稳定脱贫和可持续发展就有了实现可
能。”周大鹏说。8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王娟 通讯员 赵英良）8月 4
日，一批重9.6吨、货值近1万美元的挂面从想念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发往澳大利亚，记者从南阳检验检疫局获悉，这是
河南首批出口澳洲的挂面制品。

为保证产品顺利出口，尽快打开新兴市场，南阳检验检
疫局积极发挥职能，精准帮扶。他们要求企业对小麦原料
严格把关，加强检测，对生产过程全程监管，根据出口产品
标准要求，指导企业把握生产加工中的关键点，降低出口风
险，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同时，还多方收集澳大利亚产品和
标签标准，结合风险评估，合理确定检测项目，在企业自检
自控基础上，抽取样品加急检测，合格后及时出证放行，保
证货物顺利出口。

据了解，挂面作为世界上的几大主食之一，国际市场需
求较大，出口前景较好。此次想念公司的挂面出口澳洲，为
该类产品扩大出口积累了经验做法。8

河南挂面出口澳洲

南阳食品再显独特魅力

本报讯 （南阳观察记者 吴曼迪 通讯员 俞金金）8
月 10日，记者获悉，南阳市上半年全市实际到位省外资
金 281.3 亿元，占省定目标任务的 56.3%，增长 9.3%，高
于全省 1.4 个百分点，增速居全省第一；实际利用外资
32175 万美元，占省定目标任务的 54.8%，增长 6.8%，高
于全省 5.9 个百分点，增速居全省第七，顺利实现了时间
任务双过半。

今年上半年，南阳市按照“精、专、优、强”的原则，以
集群式、链条式引进为重点，把电商物流、金融商贸等新
技术、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作为突破点，着力招引能够推
动三产融合的项目，上半年招商引资初现成效。新野县
总投资18亿元的喷气织机项目、方城县总投资3.3亿元的
轴承套圈孵化园建设项目等一大批符合县区主导产业定
位的项目落地动工，有效支撑了相关产业发展。

据了解，1~6月份，全市新签约亿元以上项目230个，
投资总额 959.82 亿元，合同引资额 857.34 亿元。新开工
亿元以上引资项目 234个，投资总额 968.92亿元，合同引
资额868.04亿元。8

到位省外资金281.3亿元，增速全省第一

南阳市上半年招商引资显成效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 通讯员 李英俊 张月）
8月 10日，记者来到桐柏县月河镇黄桃基地，上千亩的黄
桃基地一眼望不到边，一米多高的桃苗迎风摇曳，桃苗下面
还套种了花生。“花生都是周围村里的贫困户种植的，我免
费为贫困户提供土地、提供优质花生种子、提供化肥，收益
全归贫困户。”说话的邱中义是月河镇人，曾在郑州做化妆
品生意，2015年回乡创业，推广种植黄桃1500余亩，目前
已带动周边几个村136户贫困户480人，帮助他们早日脱
贫致富。

目前，像这样规模化带动贫困户的回创人才桐柏县有
百余人，已带动贫困户1000多户，贫困人口3000多人稳定
脱贫，充分实现了“培养一批能人、带动一方发展、富裕一方
百姓”的人才效应，为桐柏脱贫攻坚工作保驾护航。“从城市
到农村，生活环境的变化和发展产业的种种担心，是返乡农
民工回乡创业的顾虑，我们从设立回创服务站、出台激励政
策和技能培训这三方面着手，为回乡创业人才打通绿色通
道，鼓励他们在脱贫攻坚这场战役中发挥所长。”桐柏县组
织部部长韩霞告诉记者。

该县创立回创服务中心、设立回创服务站，回创服务中
心为返乡人才开辟绿色通道，提供注册登记、政策咨询、创
业指导、社保关系接续和优惠政策享受等“一站式”服务。
同时，建立信息服务平台，强化创业服务职能，定期发布创
业项目信息，供返乡人才选择创业项目。出台《科学技术奖
励办法》、财政专项资金、创新科技金融产品、奖补等，全面
落实政府资助、创业扶持、创新支持等激励政策，服务创业
人才。目前，全县已发放各类人才奖励资金、创新创业扶持
资金共计73万元。与此同时，桐柏县以“人才扶贫培训专
项行动”为载体，实施“人才+扶贫”工程，开展各类培训班
89期，培训人员 5100余人，提高回创人才的示范带动作
用，以及贫困户自我发展、脱贫致富的能力。8

桐柏百余名农民工返乡创业

辐射带动3000多名群众脱贫

淅川104个贫困村
光伏项目并网发电

1005家企业“牵手”贫困村，形成“千企+千村+N”长效脱贫机制

脱贫路上有了“领跑者”
□南阳观察记者 司马连竹 刁良梓
本报通讯员 蒋继远

西峡县太平镇是以风光闻名的特色
旅游小镇，别看这里的村民身处深山，致
富门路却不少：自家院子是农家乐、宾馆，
房后大棚培育着香菇，山里承包着山茱萸
种植林，不少人还开起了网店，把香菇酱、
土蜂蜜、自酿黄酒等特产销往全国……

菇农、药农、网店主，当地农民多重身
份的背后，是宛西制药、仲景大厨房等企
业向农村延伸产业链条结出的硕果。宛
西制药已在西峡伏牛山腹地的寨根、二郎
坪、太平、米坪等5个乡镇建立了22万亩
的山茱萸生产基地，与农民签订了30年
的收购合同，实行高于市场价的保护价收
购，企业每年反哺种植户 8000 万元以
上，而这只是南阳实施企业帮扶脱贫工作
中的一个缩影。

从今年 4月开始，南阳市在前期调
研、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开展“千企帮千
村”活动，选取1005家企业与1005个村
结成了“一对一”帮扶对子，对全市713个
建档立卡贫困村和扶贫任务较重的292
个村实行全覆盖；同时，选派4.55万名现
职国家公职人员与 16.12万贫困户分别
建立了结对帮扶关系，通过“万名干部助
脱贫”行动夯实基层组织在脱贫攻坚中的
引领功能。

“企业有项目有资金，贫困村则有土
地、劳动力和生态资源优势，两者的结合
让企业降低了成本，群众得了实惠，形成
村企双赢的态势。”南阳市扶贫办主任周
大鹏认为，“千企帮千村”活动把产业建
设、转移就业、基础建设和脱贫攻坚有机
结合，扶贫路上，企业既是产业的“领跑
者”，也是产业扶贫的“教练员”，“企业带
富一大片、穷村面貌天天变”良性发展格
局，正在逐步呈现。

“老板按计件发
钱，做一束花能挣四
五毛钱，每月工资有
2000 多元呢。”7 月
24日，在社旗县郝寨
镇年庄村的仿真花
生产车间里，女工张
金玲说，自从企业在
他们村建起厂房，吸
引村里的留守妇女、
贫困户来就业，大伙
都 有 了 稳 定 收 入 ，

“真是把致富路送到
了家门口啊。”

张 金 玲 上 班 的
企业叫智赢花业，在
这里上班的 30 多名
当地工人中，有10多
名贫困群众。这是
一家在社旗文鑫花
业帮扶下建立的小
型企业，目前，设在

年庄村的“扶贫车间”已达9家，每家都有各
自的特色产品。

除了帮扶设立“扶贫车间”，文鑫花业
根据当地劳动力分布和贫困户实际情况，
采取“工厂就业”“散户加工”等方式，辐射
带动周边 8个乡镇、25个村 400多个贫困
家庭实现多种模式就业，户均收入超过1.2
万元。

“企业把扶贫车间建到村里后，一方面
解决了贫困户就业问题，另一方面解决了
用工难的问题。”新奥针织公司副总经理仵
子厚告诉记者，现在企业和农户之间的联
系愈加紧密，他们不但为贫困群众提供岗
位技能培训，还为常年在厂务工的贫困户
子女从高中到大专院校提供生活补助，既
扶贫又扶智，增强贫困群众的自我发展能
力。此外，宛运集团、金冠电气、卧龙电气
南阳防爆集团、南阳大山农业科技园等企
业也不断创新帮扶模式，教育扶贫、光伏扶
贫、商贸扶贫、生态扶贫等一系列脱贫创新
实践正在各地蓬勃开展。

从“怎么扶”到“我要扶”，企业作为主
体在脱贫帮扶的过程中因地制宜，采取灵
活多样的手段，激活帮扶双方的潜能，形成
各方多赢的局面。

据统计，1000多家帮扶企业中，有200
多家企业实施了以产业为主的帮扶，400多
家企业则以就业帮扶为主。“南阳是农业大
市，工商业龙头企业少，因此我们侧重选取
农业加工企业、合作社，利用他们的资源优
势和地缘优势，让贫困户先稳步增收，循序
渐进实现长效脱贫。”周大鹏这样解读“千
企”的构成。

“千企+千村”不是简单的数字叠加，
而是延伸出“产业+就业+投资捐赠+文化
教育+基础建设+N”的多元化扶贫手段，
改变扶贫开发靠政府投入的单一模式，拓
宽扶贫资金投入渠道和领域，丰富扶贫开
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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