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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帼不让须眉“巧媳妇”大作为

一根根彩色的丝带在一个个心灵手巧
女工的加工下，变成了鲜艳漂亮的头饰、丝
带绣、蝴蝶结，6月 24日上午，走进位于武
陟县小董乡贾村的焦作市翔胜制带有限公
司，车间一派忙碌的景象。

“别小瞧了这个丝带，服装、文具、玩具
的辅料都能用得上，在礼品包装、节日装饰
上也很常见，除了国内，我们的产品已经畅
销欧美、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该公司负
责人谢振江自豪地介绍。

该公司员工 95 人，其中女性员工 85
人，占总人数的 90%，是远近闻名的“巧媳
妇”基地。

温县鑫合电商园是省“巧媳妇”创业就
业工作示范基地，已发展为集四大怀药种
植、生产加工、批发零售、仓储物流、电子商
务等于一体的企业，为妇女提供就业岗位
4000余个。

董事长李芳是一名返乡创业的博士生，
被评选为河南省首届“女职工十大创业人物”
和“焦作市十佳巾帼扶贫攻坚带头人”。“我要
通过开展‘乡村振兴巾帼行动’‘巾帼双创行
动’，积极推动妇女群众发挥独特作用，为把
家乡特色农产品特别是山药产业打造成河南
农业产业化代表贡献力量。”李芳说。

沁阳市紫陵镇坞头村的皮筋加工全国

闻名，他们在浙江义乌成立了妇联组织，辐
射周边 110个村，仅此一项就带动就业妇
女 5000余人；沁南乡镇以服装加工、鞋帮
加工为主，通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等形
式，培养“巧媳妇”站点20余个，带动周边妇
女灵活就业4000余人……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
路。创业女性立足家园，巧手创业，富裕不
忘乡亲，产业带贫，撑起了乡村经济的半边
天；贫困女性自立自强，勤劳奋斗，争先脱
贫，展现了不甘贫困、弱鸟先飞的时代风采。

务实铸就担当“娘家人”强后盾

在修武县长虹大酒店，“农家乐巧媳妇
工程示范点”的牌匾挂在入口处，十分醒目。

酒店负责人李小菊是云台山镇古洞窑
村人，2001 年，乘着云台山旅游大发展的

“东风”，创办了长虹大酒店，日均接待量达
到 1000人次。在她的带领下，古洞窑村的
乡亲们一起干起了旅游服务业，古洞窑村
也从贫困村转变为远近闻名的旅游村，妇
女们都成为家里的“半边天”“巧媳妇”。

2018 年 12 月 14 日，焦作市对成绩突
出的 50个“巧媳妇”工程基地进行了授牌，
市政府专门拨出 32万元对其中的 21个示
范点进行了资金奖补，通过典型的选树，进
一步激发妇女群众的脱贫志向和投身脱贫
攻坚的主动性，李小菊上台领了牌匾和奖

补资金，创业的劲儿更足了。
市场有需求、妇女乐意干、政策能惠

及、妇联可作为，焦作市妇联与市扶贫办等
部门结合，以实施“巧媳妇”工程为切入点
和重要抓手，积极推进巾帼脱贫行动，着力
推动“巧媳妇”工程向服装服饰、手工制品、
种植养殖、农家乐旅游、电子商务等方面拓

展，促进农村妇女就近就地居家灵活就业。
“‘巧媳妇’工程是一项民生工程、民心工

程、惠民工程、脱贫工程。大力实施‘巧媳妇’
工程，让妇女有活干、有钱赚，精神更加充实，
这样孩子不留守、老人不空巢，家庭就会更和
睦，从而达到‘就业一人、脱贫一户、带动一
片’的效果。”焦作市妇联主席宫卫红说。

2018年，焦作全市共培育工业、农业、
电商、农家乐、家政等各类“巧媳妇”创业就
业基地100余个，培训“巧媳妇”5000人，帮
助2000名妇女就业。

金融助力升级“及时雨”化甘霖

汤丽是沁阳市蓝钻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的创始人兼工艺美术师，也是黑陶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她精心制作的黑陶艺术产品
已获 20多项荣誉。结合茶文化，她创新性
地研发了黑陶壶，连续4年参加中原壶设计
大赛，获得了4枚金奖，深受市场青睐。

看着黑陶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汤丽计划
开一个神农黑陶柴烧养生壶旗舰体验馆，虽
然自筹了一些资金，但是依然捉襟见肘。

焦作市妇联送来了“及时雨”。5月 31
日上午，市妇联在焦作市智慧金融服务中
心举行“金融助力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巾帼
在行动”专场融资对接会，汤丽进行了路
演，吸引了在场金融机构的注意。

“特别感谢市妇联给予这样的融资机
会，已经有金融机构和我对接。”汤丽激动
地说，女性创业不容易，妇联能够走近我
们，倾听心声，做好事、解难事、办实事，这
将更加激励我的创业热情。

“巧媳妇”工程深入人心，但是在发展
中也遇到了困难与瓶颈，如何推动工程扩
容增面、提档升级？

今年年初，焦作市妇联与邮政储蓄银行
焦作市分行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全面启动

“金融助力创业创新巾帼行动”，同时探索性
引入洛阳银行焦作分行、建设银行焦作分行
等，引导金融机构提供多元化的金融产品和
普惠金融服务，拉开提档升级的大幕。

截至目前，焦作市妇联先后向邮储银
行、建设银行、洛阳银行等多家金融机构推
荐客户 274户，资金需求 5.1225亿元，已累
计发放贷款 134笔 9391万元，累计授信48
笔 3165万元。

当好“领路人”“贴心人”“联系人”，焦作
市各级妇联抢抓机遇，用好平台，为“巧媳
妇”工程提档升级、为妇女创业创新注入新
活力，描绘出巾帼“浓彩”的美好画卷！7

□焦作观察记者 陈学桦 成安林
本报通讯员 何京辉

久困于穷，冀以小康。
自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以来，武陟县坚持

问题导向，从政策扶贫、精神扶贫、就业扶
贫、医养扶贫和慈善扶贫等方面打好“组合
拳”，确保不漏一村、不落一人，真正将扶贫
扶到“点子上”“根子上”，扶到百姓的心坎
上，走出了独具特色的“武陟扶贫”新路径。

内力外力聚合力 扶贫扶志
扶精神

“我县探索实施的‘两定制兜底线’健
康扶贫模式，受到国务院通报表扬。它具
体内容是什么？”

前不久，在武陟县“党的生活 120 分”
双周生活会上，授课人主会场远程视频发
问，远在小董乡分会场的该乡党委书记高
艳红作答，互动场面热烈。

去年以来，该县将每月双周周二晚上
定为全县党建生活日，在全县开展“党的生
活 120分”活动。该活动时间两小时，授课
内容为党中央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和脱贫攻坚等政策，确保党中央的

声音第一时间传达到基层，确保精准扶贫
政策家喻户晓。

如何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去年6月，
武陟县将扶贫同扶智、扶志相结合，在贫困
户中开展“争当脱贫光荣户、文明勤奋奔小
康”星级评定活动，通过评定勤劳致富星、
学习教育星、健身康复星、卫生整洁星、精
神面貌星等，引导贫困户自力更生、勤劳致
富。

先天双手残疾的西陶镇中东陶村贫困
户冯红星，因儿子意外去世和养猪赔钱欠
下外债等，对生活失去信心。各项帮扶措
施和帮扶人的耐心帮助，让冯红星重新鼓
起了生活勇气，开起了农资店。去年年底，
他家光荣脱贫。

今年3月份，冯红星争到了勤劳致富星
等4颗星。4月底，在西陶镇组织模范脱贫
光荣户先进事迹报告会上，他走上领奖台。

截至目前，全县举办了 20余场脱贫户
先进事迹报告会，受众超过1万余人（次）。

消除零就业家庭 实现“就
业一人，脱贫一户”

魏强，武陟县冯庄村村民。两年前，他
还过着一天到晚愁眉不展的日子，家庭收

入全靠种地。后来，他参加县人社局举办
的电焊培训班后，成了一名电焊工。收入
多了，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他一家甩掉了

“穷帽子”。
一人就业，全家脱贫。从无业到就业，

技能培训让许多贫困家庭收获了和魏强一
家同样的惊喜。

武陟县以实现稳定脱贫为目标，把行
业扶贫放在首要位置，把扩大就业作为最
大民生，提升贫困劳动力就业创业能力，千
方百计消除贫困“零就业”家庭。

对建档立卡未脱贫的 289户“零就业”
贫困家庭，提供“送政策、送信息、送技术、
送岗位”的“四送”活动，开展技能培训、转
移就业、创业扶持、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

对确实因各种原因不能参加技能培训
的、没有一技之长的、外出就业困难的贫困
户，武陟县实施财政兜底政策，开发公益性
岗位，安置贫困劳动力。目前，该县开发公
益性岗位 348 个，企业吸纳贫困劳动力就
业653人。

医养结合集中供养 破解特
困人员脱贫养老难题

“来到医养中心，俺吃得好、穿得好、

住得好、心情好，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
大虹桥乡医养中心重度病残人员张能发自
肺腑地说。

“照看一个人，拖累一家人”，这是众多
重度残疾人贫困家庭生活的写照。如何破
解重度贫困残疾人脱贫难题？

武陟县将残疾等级被评定为一级、二
级且日常生活明显不能自理、家庭无力照
料的建档立卡贫困户纳入托养范围。利用
现有养老机构、乡镇卫生院等资源，对贫困
重度残疾人员集中医养，提供集医疗、康
复、保健、文娱、养护等免费康养服务。

眼下，全县共有 5 家医养中心，设置
708张医养床位，入住了 163人，实现了有
需求的建档立卡贫困户重度残疾人托养全
覆盖。

当“慈善”遇上“扶贫”,二者会擦出怎
样的火花？该县将扶贫和慈善养老相结
合，在全县建成村级慈善幸福院 130所，入
住农村贫困空巢老人 3300多名，慈善养老
模式被民政部在全国推广。去年9月，武陟
县慈善助力精准扶贫项目荣获了第十届

“中华慈善奖”。
如今，在覃怀大地上，精准扶贫就像一

把“金钥匙”，打开了越来越多贫困群众脱
贫奔小康的大门。7

为认真贯彻消防救援局和总队工作部署，焦作消防支队从今年 4月份
到 11月份，分三个阶段，在全市消防救援队伍开展全员岗位大练兵大培训
大比武活动。图为消防队员正在进行操法训练。 文静 摄

博爱狮口村

奋进曲中摘掉“贫困帽”

举办安全教育知识竞赛

□焦作观察记者 姬姣姣

6月 19日，太阳刚刚爬上树梢，博爱县磨头镇狮口村
村民高艳华便坐到缝纫机前做衣服。她现在有了一个新身
份——“扶贫车间”里的产业工人。

高艳华家是贫困户。曾经，她靠着四处打零工贴补家
用，实现这样的转变不容易。

狮口村由于人多地少、基础条件差、产业结构单一，一
度是省级贫困村，全村187户 754口人，建档立卡贫困户就
有50户 233人。

脱贫攻坚战打响后，焦作市政府办公室驻村工作队来
到村里，和村“两委”成员一起看村情、解民意，共同奏响“产
业提升、人居环境提升、村庄改造提升”的“奋进曲”。

为了让贫困群众挣钱、顾家、务农“三不误”，村里建成
了 1000多平方米的标准化扶贫车间，通过整体租赁经营，
全村一年可增加收入6万元，同时安置30多名贫困妇女实
现就业，每个贫困户每年能分红240元。

“我们把‘扶贫车间’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抓手，实
现了扶贫由‘输血’到‘造血’的转变，打通了贫困群众稳定增
收的新渠道。”焦作市政府办公室驻狮口村第一书张文东说。

在狮口村，大片收割过的麦田已经开始翻耕。今夏粮
食增长，农户们仍沉浸在丰收的喜悦。

“我把土地流转给了村集体，不仅每年能拿分红，还能
到村集体打工挣钱，一个月工资有 2000多元呢。”摘掉“贫
困帽”的胡给斗高兴地说。

2018年秋季，狮口村集体流转耕地 540亩，在壮大集
体经济的同时，还安排10余名贫困人员实现就业增收。目
前，狮口村已有48户脱贫，并于2017年成功摘掉了贫困村
的帽子，贫困发生率降为1.33%。

乡村振兴不仅要让农民富起来，还要让村民乐起来、农
村美起来。在狮口村村口，一个集党群服务中心、党员远程
教育中心、阅览室、爱心超市等服务于一体的党建服务综合
体即将竣工。“这是焦作市和兴房地产公司捐款30万元，为
我们新建的新党群服务中心。”张文东说，企业的帮扶为狮
口村的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走在狮口村的大道小弄，传统文化、红色文化、村规民
约为主题的文化墙绵延几百米，笔触生动、色彩明亮，让村
民们在潜移默化中正三观、蓄能量。

“后进村”脱贫摘帽，正走在奔小康的康庄大道上。7

武陟：扶贫扶到百姓心坎上

为进一步强化全体指战员安全防范意
识，促进队伍规范化管理和正规化建设向纵深
发展，近日，焦作消防支队举办了全市消防救
援队伍安全教育知识竞赛活动。

此次竞赛采取理论考试预选，现场竞答

互动的形式，通过必答题、抢答题、风险题等
环节的激烈角逐，集中展示了广大指战员对
安全知识学习的掌握程度，展现出了全体指
战员比学赶帮超的良好精神风貌。

（文静）

发挥“她”力量 汇聚新动能
——焦作市妇联推动“巧媳妇”工程提档升级纪实

近日，焦作消防支队组织召开全市消防救援队伍基层
基础建设现场观摩会暨六月份办公会议，支队党委常委、各
基层大队军政主官和支队机关各科室负责人参加了观摩。

会议要求，各大队要认真学习借鉴示范区大队和武陟
大队一些先进经验和好的做法，全力抓好全员岗位练兵、

“防风险、保平安、迎大庆”执法专项检查以及消防安全基层
基础建设等工作，推动年度重点大项工作“四处开花、全面
结果”。 （文静）

举行“童心·火焰蓝”主题实践活动
近日，焦作消防支队举行“童心·火焰蓝”

主题实践活动，全市消防员子女近100余人在
亲人的陪同下走进消防队站，与消防员欢聚一
堂，“零距离”感受父母工作的辛苦与光荣。

此次活动，不仅让孩子们进一步了解了

消防工作，更为家属与指战员搭建了“连心
桥”。消防家属纷纷表示，今后将更加关心、
关注消防工作，当好亲人的最强助手，激励
亲人在消防事业上勇往直前、奋勇拼搏、再
立新功！ （文静）

现场观摩交流 推进基层建设

焦作消防

武陟县巧媳妇创业就业基地焦作市翔胜制带有限公司女职工在生产制带 刘金元 摄

巾帼建功树典范，妇女撑

起半边天。

下足“绣花”功夫，狠做“美

丽”文章，焦作市妇联大力引导

实施“巧媳妇”工程，为妇女就

业创业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

同时适应新形势，积极推动提

档升级，借助市智慧金服平台，

为“巧媳妇”基地和有需求的妇

女提供金融服务，让巾帼之花

在怀川大地竞相绽放，为焦作

市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巾帼智慧

和力量。

□焦作观察记者 陈学桦 郑伟伟

近日，王燕在温室大棚里采摘黄
瓜。2013年，王燕成立博爱源巧媳妇创
业基地，通过产业带动、培训带动、文化
带动和服务带动，促进了孝敬牌蔬菜与
孝敬文化融合发展。 刘金元 摄

□焦作观察记者 成安林

6月21日至23日，以“新机遇、大融合、聚优势、谋共赢”
为主题的第二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在郑州举行。焦作市组
织31家粮油、粮机企业组团参加本届大会。

开幕当天，焦作展厅人头攒动，天香面业、斯美特、豫竹
等知名产品吸人眼球；怀药酒、山药粉等“四大怀药”特色产
品让人大开眼界……

来自贵州的参展商张强早已耳闻“四大怀药”的名气，
特意来到焦作市怀参酒业有限公司展台了解情况。“这样具
有地域特色的产品很符合市场需求，产品品质值得信赖。”
品尝后，他赞不绝口。

该公司工作人员许惠然介绍，用铁棍山药酿造的酒有
很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植物取酒的工艺赋予产品营
销亮点，吸引不少客商前来咨询。

“这样的展会不容错过。”参加过第一届粮食交易大会
的河南涵香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监事长王会平说，此次除
了在焦作展厅设置柜台外，还专门在标准展区设置了单独
展位，方便与同行、客商交流洽谈。

焦作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姜金豹介绍，三天时间，焦
作展厅共接待各地客商 600余家，现场交易额 24万余元，
达成企业合作意向4740多万元。

丰硕的成果不仅来自企业的展销成绩，更重要的是焦
作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促进产销“联姻”，迈出粮食产销衔
接重要一步。

6月 20日，粮食交易大会开幕前夕，焦作市与太原市
签订了粮食产销战略合作协议；焦作市粮食集团与山西太
原河西国家粮食储备库签订粮食产销合作协议，稳步推进
两地粮食产销合作。

6月 22日，焦作市粮食集团分别与宁夏储备粮管理公
司、西安爱菊粮油工业集团签订小麦产销协议；焦作市穗丰
粮食储备公司分别与甘肃省粮油储运有限公司、青海省西宁
粮食储备库签订小麦产销协议；孟州市国家粮食储备有限责
任公司与北京古船食品有限公司签订玉米、小麦产销协议。

6月23日，焦作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还与青海省粮食局
签订了粮食产销合作协议。当日，作为本届交易大会最后一
项重要活动——项目投资推介暨签约仪式，焦作市高端食品
产业园项目作为全省唯一一家项目现场推介，赢得了客商的
关注，纷纷表示要进一步加强合作，实现共赢发展。

“依托此次大会，市粮食集团等公司与宁夏、陕西、甘肃
等地的粮食企业签订了 9份粮食购销合同，合同采购小麦
达 35万吨，合同金额 8.4亿元。”焦作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局长李坤承说。7

让焦作粮食产业行稳致远
——焦作参展第二届中国粮交会侧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