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夏邑县郭店镇杨吕庙村，几千
只蛋鸭在棚内摇头摆尾，好似在休闲
散步。

“这是我养的鸭子，与桂柳公司签
协议，公司提供防疫药品、饲料和技
术，还回收种蛋。养鸭子让我脱贫致
富一步完成。”村民袁学华笑着说。

夏邑县郭店镇瞄准种鸭养殖市
场，引进全球最大的种鸭养殖集团
——广西桂柳牧业集团，总投资 15
亿元建设占地 600 亩的广西桂柳牧
业集团夏邑产业园，采取“公司+基
地+农户（贫困户）”的产业化经营模
式，鼓励群众发展种鸭养殖。

起初，群众怕担风险，不敢干。
该镇韩柯针庙村支部书记韩祥玉就
率先带头。“我先试试看，要是养鸭子
真能赚钱，大家再跟着干。”他说。

结果，当年投资当年就有了收

益。如今韩祥玉已发展 23 组 6.9 万
羽种鸭，月收入超 320万元。他实行
合作社+贫困户的模式，召集全村贫
困户参与养殖，利润年终五五分成。
有了他的先例，附近村庄的群众争相
发展种鸭养殖。目前，全镇已流转土
地 2000 多亩，建成养殖小区 18 个，
养殖种鸭 207组 80.7万羽，年产值近
10亿元，净利润 2亿多元，带动贫困
户600多户就业。

“在我们带动下，歧河、何营、会亭
等9个乡镇都发展种鸭养殖，全县种鸭
存栏量 200万羽，占全国种鸭总量的
10%。”郭店镇相关负责人说。

目前，该县种鸭养殖产业已形成
养殖、孵化、饲料、屠宰、熟食加工、羽
绒加工、育种和食品研究等较为完整
的产业链条，总产值超 20亿元，成为
闻名全国的生态养鸭大县。

桂柳鸭“唱响”致富曲4

“多亏种了蘑菇，不仅让俺把给儿
子盖房子时欠的债还清了，还过上了
小康日子。”夏邑县车站镇沈庄村 50
多岁的菇农侯留进激动地说。

侯留进原是全村出了名的贫困
户，在村党支部书记张艳军的带领
下，搞起了蘑菇种植，6个棚一年纯收
入50万元。

张艳军是当地食用菌种植领军
人物，2000年，他创办了蓝天食用菌
有限公司。通过多年发展，公司现已
拥有食用菌大棚 600余座、占地 600
余亩，年产双孢菇、草菇等食用菌

550 万公斤，产值超亿元，被确定为
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为
做好产业扶贫工作，张艳军摸索出入
股分红、承包分红、转移就业、轮换种
植、借菌还菇五种帮扶模式，累计帮
助建档立卡贫困户738户、2000多人
实现了脱贫。

在该公司的辐射带动下，车站镇、
李集镇、王集乡等11个乡镇发展起食
用菌大棚1万余座，带动贫困户2856
户，年产鲜菇 30.4万吨，产值超 17亿
元，被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授予“出
口食用菌质量安全示范区”称号。

小蘑菇“撑起”致富伞3

贫有百样，困有千种。没有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解决贫困问题，

只有精准施策，才能保证扶贫出成效、脱贫高质量。而发展产业是实现脱

贫的根本之策，培育特色产业是推动脱贫攻坚的根本出路。

为此，夏邑县下大决心，深入探索实践，以产业带动就业，变“输血”为

“造血”，精心密织“扶贫网”，不留死角“拔穷根”，使精准脱贫之路越走越宽。

“近几年，我们按照统一规划、突出特色、分区布局、分步实施的原则，把产

业扶贫纳入社会和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并以此为突破口，以项目建设为支撑，

精心培育了具有特色的8424西瓜、中国结、小蘑菇、桂柳鸭、打火机五大产

业。它们犹如‘五朵金花’，盛开在脱贫致富路上，为脱贫攻坚注入无限动力，

为广大贫困人口提供就业保障。”商丘市委常委、夏邑县委书记梁万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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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邑县密织产业扶贫网

致富路上盛开“五朵金花”

1 大西瓜“解渴”致富田

□本报记者 王平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梦珂
本报通讯员 段海臣

“这就是我们的‘三联三促’党员联户
网格图。”8月 25日，睢县组织部部长王海
涛指着城郊乡保庙村的党建墙上的内容
对记者介绍，上面详细地展示了村党支部
书记、村主任等所负责的区域、电话和所
联系的农户。“这样公开展示，既让党员清
楚自己负责的区域和农户，也让农户明白
谁是他的联系人。”

为进一步发挥农村党员在服务发展、
服务群众、服务稳定上的先锋模范作用，睢
县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在
全县农村推行村“两委”联系小组促产业发
展、小组联系党员促治理有效、党员联系群
众促乡风文明的“三联三促”党员联户制度
活动，引导广大党员比服务、比干劲、比奉
献，让党员“动起来”，使服务“活起来”，有

力提升了基层社会治理水平。
该县把实施“三联三促”农村党员联

户制度作为落实无职党员“一编三定”的
有效抓手，对全县 1.3 万余名农村党员进
行摸排，确定能长期在家具备联系服务群
众条件的党员 7600 余名。围绕“怎么
联”，探索建立“包片联户”责任制。各村
党组织根据党员分布和群众居住情况，按
照“居住相邻、关系相近、便于服务”的原
则，一方面将群众划分为若干网格区域，
党员为网格员，实现网格化、全覆盖的联
系服务体系，另一方面在全面联系的基础
上，每名党员确定 10户左右的困难家庭、
特殊人群作为联户对象。

“每月至少 2次到联系户家中走访了
解生产生活情况，如遇到自己不能处理的
问题就向小组长汇报，由小组汇总在主题
党日活动中向支部报告予以协调解决。”白
庙乡土楼村党支部书记蒋家军说，“我们还
开展群众座谈、民主评议等，对党员联户情

况进行评议，评议结果作为党员评优评先
和年度民主评议党员的重要依据。”

按照“因人制宜，发挥专长”的原则对党
员分组定岗，各村设置扶贫帮困组、矛盾调
解组、乡风文明组等3个基础性功能小组和
N个其他功能小组，每组挑选一名政治素质
好、工作能力强、群众威信高的党员担任组
长，并进行公示。通过“穿针引线”，明确了
党员联系服务的工作路径，织密了联户网
络，让党员干部天天见，服务群众面对面。

民有所需我有所为。该县要求广大
农村党员当好“五大员”，应民所呼、察民
所虑、解民所忧。

当好“信息员”。定期到联系户家中
走访，向联系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和党委政
府重要决策部署，了解群众所思所想所
盼。谁家有红白喜事、忧事难事，谁家有
娃当兵入伍、谁家老人独自在家等，都要
做到第一时间知晓。

当好“调解员”。注重思想引导，及时

解开联系户的思想疙瘩，积极开展普法宣
传教育，努力实现各类矛盾纠纷及时就地
化解，确保小事不出组、大事不出村、疑难
问题不上交。

当好“参谋员”。有经验的党员要发
挥优势，帮助群众搭台子、找路子、出点
子，助群众脱贫致富。潮庄镇大刘村、葛
庄村“两委”班子成员和具有种植芦笋经
验并见效益的党员，积极指导自己联系的
贫困户种植芦笋，目前，两个村种植芦笋
已成规模，贫困户全部脱贫。

当好“宣传员”。结合脱贫攻坚和人居环
境改善工作，引导联系户改变陈规陋习，实现
户容户貌和村容村貌整洁美观。引导群众多
参与健康向上的文体活动，倡导乡风文明，喜
事新办，丧事简办，自觉遵守村规民约。

当好“服务员”。联户党员勤用脚力、
眼力、脑力，变等群众“被动上找”为“主动
下访”，把群众的“揪心事”“烦心事”“操心
事”在家门口办好。7

本报讯（记者 王平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梦珂 通讯
员 武月 户栩川）“它叫阿尔法，这个机器人曾在2016年春晚舞
台上为孙楠伴过舞哦。它全身拥有16个舵机，相当于人类的关
节，可模仿人类唱歌，跳舞，俯卧撑，踢足球，动作准确灵活。”8
月 23日，柘城县科技馆工作人员崔光甫正在创客实验室绘声绘
色地为孩子们做讲解。

暑假期间，柘城县科技馆依托特色资源，精心设计编排爱国
主义教育等主题系列科普活动，吸引了大批孩子来这里学习科
技知识、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这里共分为军事科学室、物理探究
室、地理体验室、航空航天室等7大主题展室。军事科学室里展
示有辽宁号航母、052D导弹驱逐舰、空中预警机、战斗机等；在
物理探究室，孩子们可以和家长一起体验实际操作，了解些声光
电的科学原理。”科技馆负责人李雪介绍说。

“这次参观让我感受到科技的魅力、自然的奥秘，学到了很
多东西，也让我们从心里面佩服科学家。”学生王明慧说。

“这里可以满足孩子对科技知识的渴求，激发孩子的科学兴
趣，促进素质教育及科技素质活动的开展，让每一位青少年都能
亲身体验科技活动。”李雪说。7

本报讯（记者 王平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梦珂 ）8月 21
日，记者从商丘市发改委获悉，近日我省印发《关于2019年度市
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产业集聚区高质量发展考核评价情况
的通报》，商丘市4个产业集聚区荣获“2019年度河南省优秀产
业集聚区”称号，各获奖励500万元。

据了解，按照《河南省产业集聚区高质量发展考核评价办
法》，从质量效益、科技创新、集群发展、绿色环保4个方面设定12
项考核指标，对全省180个产业集聚区进行考核评价，全省共评
出20个年度优秀产业集聚区。睢县产业集聚区、民权县产业集
聚区、夏邑县产业集聚区和虞城县产业集聚区被评为“2019年度
河南省优秀产业集聚区”称号，各奖励500万元。在产业集聚区
星级考核中，永城市产业集聚区由三星级晋升为四星级，民权
县、夏邑县、虞城县 3个产业集聚区由二星级晋升为三星级，宁
陵县产业集聚区由一星级晋升为二星级，各奖励300万元。

近年来，商丘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产业集聚区建设发展工
作，始终把项目引进和建设作为“总抓手”，持续推进产业集聚区

“二次创业”，引进一批知名品牌企业落地，产业规模质量效益全
面提升。下一步，商丘市将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
聚焦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着力在稳增
长、提质量、育品牌、增活力上下功夫，全面提升发展水平，努力
推动产业集聚区高质量发展。7

本报讯（记者 王平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梦珂）8月 26
日，商丘市政府与江南大学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共建江南大
学技术转移中心商丘分中心。

近年来，商丘市坚持新发展理念，以高质量发展为根本要
求，实施工业企业“三大改造”，全力推进产业集聚区转型升
级，板块经济发展势头较好、特色鲜明，主要经济指标增幅连
续多年位居全省前列。此次合作将积极围绕商丘市产业特色
和农业优势，加快推进技术转移中心商丘分中心建设，加大技
术成果转化力度，提升商丘市食品加工、纺织服装等产业发展
层次，提高农副产品附加值，拉长产业链条，力促商丘更好更快
地转型升级发展。

根据协议，双方将共建江南大学技术转移中心商丘分中心、
江南大学（商丘）产业发展研究院和产业基地，联合开展科技攻
关和政策研究，合力培育人才，为商丘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科技
支撑。7

商丘市与江南大学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共建江南大学技术转移中心
商丘分中心

本报讯（记者 王平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梦珂 通讯员
薛皓）8月 29日上午，民权县人民政府、河南省人民医院托管民
权县人民医院签约仪式在省人民医院科教大厦举行。

签约后，省人民医院将在该县设立豫东分院，通过托管民权
县人民医院，以建设具有三级综合医院水平的区域医疗中心为
目标，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双方实现人才互通、管理互通、
医疗互通，使民权县人民医院达到与省医“同质化”的医疗服务
水平，让民权老百姓不出家门就能享受到省级专家的服务。这
一模式的探索，是积极落实国家分级诊疗和对口帮扶工作、实现
区域协同发展的有益实践，不仅对推动民权县卫生健康事业全
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还将在全省乃至全国卫
生系统产生一定的示范带动效应。

据悉，根据协议的合作目标，双方签约后，实行河南省人民
医院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和任期目标责任制。7

商丘市4个产业集聚区获
“省优”称号

省人民医院将
全面托管民权县人民医院

让孩子零距离感受“科技之美”

睢县 “三联三促”解民忧暖民心

夏邑县会亭镇因打火机而闻
名。每天，有 1500 万只打火机从这
里走向全国，甚至飞往日本、俄罗斯、
朝鲜、新加坡……

刚过不惑之年的王伟，是年产值
4000多万元的华宇打火机公司总经
理，带富能力很强的他去年被推选为
会亭镇张楼村党支部书记。

原来该村社会治安混乱、上访不
断、贫穷落后，是全镇倒数的落后
村。面对这样一个软弱涣散的烂摊
子，王伟开办的公司先后安置贫困户
150多人就业，并实施了“三包一保”
保姆式精准扶贫模式，即入厂“包”务
工、岗位“包”安置、技能“包”培训，收
入“保”底数，保证每人月收入不低于
2000元。

“说张楼、道张楼，选出王伟带好
头，办企业、上项目，水泥路修到家门
口，跟着支部有奔头。”张楼村群众告
诉记者。

如今，该镇拥有各类打火机及配
件生产企业 118家，其中自营出口打
火机企业 5家，申报打火机商标品牌
256个，年产销打火机 50亿只、产值
25亿元，带动2万多人从事打火机生
产、组装、务工。这里的打火机销售不
仅遍布全国，而且搭上了“一带一路”
快车，远销马来西亚、印度、哈萨克斯
坦等 20多个国家。今年上半年虽然
受到疫情的影响，但全镇仍完成产销
打火机28.5亿只，同比增长15%。

“今年是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
夏邑作为农业大县，在着力发展五大
产业的同时，将大力发展农村电商和
智慧农业，形成‘5+2’特色产业体
系，依托政府主导，不断完善机制，创
新模式，把贫困村和贫困户镶嵌在产
业链上，打通群众脱贫致富、村集体
增收的乡村振兴之路，为决战决胜脱
贫攻坚奠定坚实基础。”夏邑县县长
刘海鹰说。7

虽是立秋过后，但凉意未至，暑气难消。
8月 20日，夏邑县北岭镇余阁村一排排

大棚打开了两头的门帘，疏散棚内“热气”。
“这大棚内原来种的是 8424西瓜，现在

西瓜已经卖完了，种的辣椒。我们这属于轮
作，卖完西瓜卖辣椒，一亩地下来收入近两万
元。”村民韩庆星告诉记者，他承包了 24 亩
地，今年仅西瓜这一项就收入十余万元。

北岭镇是夏邑最大的西瓜种植专业镇。
早在2006年，该镇刘集村就率先发展西瓜种
植产业。村民韩庆涛在浙江台州打工时学会
了西瓜种植技术，一年收入几十万元。得知这
一信息，该村班子成员远赴台州，“三顾茅庐”，
请韩庆涛返乡种植西瓜，并帮他流转土地200
多亩。该村的西瓜种植面积也从当初的 200
多亩发展到现在的3000多亩。很多种植大户
还纷纷到周边县市租地。现在该村在外租地
的有200多户，租地面积超过1万亩。村里年
收入超百万元的种瓜大户大有人在。

从刘集村开始，北岭镇西瓜种植面积不
断扩大，现已发展到3.8万亩。该县从新疆农
科院哈密瓜研究所引进的早佳 8424西瓜种
源，一举成为当地西瓜的当家品种，并冠名

“夏邑西瓜”这一区域公用农产品品牌。县里

以北岭镇为基地，出台优惠政策，制定生产标
准，培训验瓜师，建立销售经纪人队伍，严把
产品质量关。2017年，夏邑县被授予“中国
西瓜之乡”。同年，“夏邑西瓜”通过国家地理
标志保护产品认证。

如今，该县 8424 西瓜种植面积达 15 万
亩，总产量达到60万吨，产值19.2亿元，西瓜
种植户约 7200 户，是我省西瓜生产第一大
县，带动 3万多名农民就业，近万名贫困人口
靠种西瓜脱贫致富。

中国结“结出”致富果2
走进火店镇班集村村民班四新家中，大

红色的中国结堆满庭院。班四新拿出两个流
苏穗子，麻溜地装上，一个漂亮的中国结就制
作好了。

“俺村都是做工艺品的，制作中国结、宫
灯的比较多，好多人靠着这项手艺脱了贫。”
班四新说，在他这里打工的村民就有二十多
人，熟练工每天能挣 100多元。他的中国结
不光卖到义乌，在全国各地都有市场。

村支部委员班俊标是村里较早从事旗
穗、中国结、糖果袋等小商品生产的人，他经
营的中国结加工厂是村里的扶贫就业安置
点，先后安置贫困人员 30多人就业，熟练工
一天工资高达120元。

“我光打包这个穗子，一月能拿 1000多

块钱。这么大年龄了能在家门口打工挣钱，
已经很满足了。”在该村扶贫车间打工的陈兰
云老人笑着说。

在班集村，大大小小的手工艺品加工厂
有近百家，仅手工艺品加工这一项，全村年产
值就在3000万元以上，手工艺品收入占全村
总收入的 60%以上。2017 年 12 月，该村整
体退出贫困村序列。

如今，火店镇从事工艺品加工的农户有
1500余户，加工生产中国结、宫灯、旗穗等工艺
品100多种，全镇拥有排须、花边加工机械1200
多台。该镇手工制作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年产
值达8亿元，并带动515户贫困户就业、1200人
脱贫。镇上生产的工艺品不仅遍布全国各地，
而且销往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等国家。

打火机“照亮”致富路5

▶ 工人在郭店镇种鸭孵化基地检验准备出售的雏鸭。7 苗育才 摄

北岭镇青年农民韩二飞夫妻靠种植
8424西瓜走上致富路。7 夏天 摄

火店镇文化产业园内，村民正在加工宫灯。红红的灯笼象征着红红火火的日子。7 韩丰 摄

8月 25日，宁陵县逻岗镇青年陈建（左）和技术员在养殖鸡
舍查看鸡苗的生长情况。陈建的畜禽养殖场，从 2015年起就
采取标准化、现代化、自动化方式进行蛋鸡鸡苗育雏，每年可培
育优质蛋鸡苗40余万只，带动睢阳区、梁园区、民权等周边县
区的贫困户和一般养殖户走上脱贫致富路。7 吕忠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