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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县把返乡创业作为“六稳”“六保”
工作的重要抓手，让在外务工人员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本报通讯员 马松昭

曾经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
如今变成了保水、保土、保肥的“三保
田”，种上了连片的猕猴桃和绿化苗
木。11月 20日，鲁山县仓头乡刘河村，
村委会委员孙文学指着一片梯田高兴
地说：“县里搞水土保持工程，对原来收
成不好的坡地进行整治。现在，大户流
转土地 1000余亩，每亩年租金 500元，
给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益。”

刘河村地处山丘区，耕地多为天然
坡地，沟壑纵横、土质松散，不仅肥力差、
产量低，而且一年只能种一季。鲁山县
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称，像刘河村
这样的村不在少数，由于种田收入低，耕
地抛荒现象严重，阻碍群众脱贫致富。

近年来，鲁山县高度重视水土保持
工作，将水土保持工程建设作为改善农
业生产条件、培育主导产业的基础性工
程来抓，先后编制了《坡耕地水土流失
综合治理“十三五”建设规划》《鲁山县
2017—2030年度水土保持规划》等，实
施坡耕地改造、小流域治理等重点水保
工程。

鲁山县水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该
县坚持整村、整乡、整流域同步实施水
保工程，打破乡、村、组、户地界，实行一
面坡、一条沟、一道梁整体推进，规模治
理、连片开发。

在施工中，该县采取大中小机械相
结合，使梯田总体达到“宽、平、厚、固”
标准；机械与人工相结合，雇用当地贫
困户，从事蓄水设施建设、绿化等工作；
沟池路树相结合，做到地背沟、沿山沟、
排水沟、蓄水池、沉沙池配套齐全，沟沟
相通、池沟相连，形成截、蓄、排相结合
的坡面水系网络，达到布局合理、排水
畅通、水不乱流、土不下山的效果。

鲁山县水土保持工程取得了多重
效益：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推动了农
业机械化进程，提高了农耕地的综合生
产能力，带动了作物品种改良、耕作制
度改革、种植结构改变和生态环境改
善。

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鲁山县
共投入资金3000多万元，完成新增“坡
改梯”1.2 万亩，惠及瓦屋、观音寺、张
店、仓头等乡镇的16个行政村。7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11月 24日，位于叶县的平顶山盐都医
养服务有限公司工地上，一派繁忙景象。公
司负责人李建梅曾在昆山市务工多年，闯出
了一番事业。2018年，她回到家乡叶县投
资，与县第二人民医院合作，打造集综合医
院、养老服务于一体的医养结合体，预计可
带动就业1000余人。

叶县是人口大县、劳动力大县和转移就
业大县，全县人口近90万人，常年在外务工
人员25万，以长三角地区居多，推进充分就
业、保持就业大局稳定对做好“六稳”工作、
落实“六保”任务和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意义重大。

近年来，该县始终坚持创业带动战略，
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把抓好返乡
创业作为稳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
和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织密服务网，
落实硬举措，实现了在外务工人员由“孔雀
东南飞”到“八方凤还巢”的精彩蝶变。在全
省返乡创业现场观摩会上，叶县就此项工作
作典型发言。

家庭住址、技能水平、文化层次、务工区
域……在叶县，每名农村劳动力都拥有一张

数字“画像”。县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局
长朱春生介绍，县里依托人社系统金保工
程，组织村组干部、人社协理员、村级事务专
干开展拉网式排查，对全县 47万农村劳动
力建立了详细的大数据库。

在大数据的基础上，县、乡、村主要负责
同志分头利用外出招商、商会活动、重要节
日返乡等机会，以集中座谈、重点拜访、电话
拜访等形式，对有一定人脉、技术、资金积
累，有返乡创业意愿的人员，重点宣传动员，
并建立返乡创业重点人员数据库，主动提供
相关政务服务。

11月 24日，走进叶县返乡创业服务大
厅，办事人员热情温暖，办事群众井然有
序。面积3000平方米的县返乡创业服务大
厅，功能齐全。厅内设立就业创业、综合服
务等四大区域，集中76个服务窗口，实行一
站式服务，让返乡创业人员“只进一扇门、办
好所有事”。

同时，全县18个乡镇、街道全部建立返
乡创业服务所，554个行政村全部建立返乡
创业服务站，负责接受创业咨询、协办创业事
项，构建起以县服务大厅为龙头、乡服务所为
支撑、村服务站为触角的三级服务网络，做到

“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无缝覆盖、不留盲区”，
全力创造“引得回”的返乡创业环境。

返乡创业既要引得回，更要留得住、干
得好。叶县围绕尼龙、盐化工、艾草和食用
菌种植等产业，坚持“四轮驱动”，即政策驱
动、感情拉动、平台带动、驻点推动，不断激
发返乡创业活力，提升返乡创业水平，服务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政策驱动。县里出台支持返乡创
业方案，制定24条“硬核”举措，累计发放创
业担保贷款 7.04亿元，培育省、市级大众创
业扶持项目28个；全面落实“减免缓降”等政
策，疫情期间，出台支持中小微企业共渡难关
的意见，累计免征养老、失业等企业缴费
6630万元。

——感情拉动。县招商引资领导小组
成员积极在北上广等地叶县商会活动中推
介叶县；利用春节、中秋等重要节日，邀请在
外务工成功人士举办茶话会，宣传政策、动
员返乡；在村“两委”换届、新时代农村乡贤
评选中，优先考虑优秀返乡创业人员。

——平台带动。昆阳街道居民张晓庆，
2015年从深圳返回叶县，在电商产业园注
册了言行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并豁免3年
的房租以及水、电、宽带等费用。其产品备
受市场欢迎，尤其是速食烩面，两个多月卖
出3万多单。该县依托产业集聚区、创业孵
化基地、电商产业园等平台，鼓励返乡创业

企业纳入大企业产业链供应链，发挥互联网
平台作用，融入新经济新模式，推高质量和
效益。目前，各类平台已入驻返乡创业企业
380家。

——驻点推动。叶县在长三角务工人
员较多，特别是在昆山务工人员已超 3 万
人，两地因此结为“姊妹”友好县市。按照
立足昆山市、服务长三角的思路，该县成立
驻昆山市流动党委和务工人员之家，在组
织输出务工人员的同时，近距离服务在外
成功人士返乡创业。目前，该驻点已促成
22个返乡创业项目，投资总额 3.5 亿元，另
有 126名成功人士计划返乡创业。

叶县“龙泉人”在外创办门厂300多家，
市场份额占到全省的 70%以上。龙泉乡龙
泉村村民李小闯的厂是其中之一。2015年，
李小闯连带厂子一起被“保姆式”接回乡，随
后又有20多位企业家返乡，带动全乡经济发
展的同时，让附近村民足不出村把钱赚。

栽下梧桐树，引来凤凰栖。截至目前，
叶县返乡下乡创业 2.9万人，累计创办经营
主体 2.8 万个，其中，农民工返乡创办企业
5435家、经济组织 1089个、个体工商户 2.2
万户，带动就业10.3万人。7

题图 河南隆鑫机车有限公司车间内，
工人们正在加紧生产。7 王冰珂 摄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通讯员 刘重阳）11月 20日，6辆标着“平顶山至许昌”的
小型商务车缓缓驶出平顶山市长途汽车站，标志着该市
正式开通首条定制客运专线。这是该市推进道路客运服
务转型升级调整的一项重要举措。

为进一步提高班线客运服务品质，平顶山市交通运输
部门聚焦道路客运发展中的突出问题，着力提升道路客运质
量、服务效能，根据不同场景运输需求，打造“互联网+道路客
运”发展新模式，实现由“站到站”向“点到点”的迭代升级，满
足旅客多元化出行需要。

“平顶山至许昌”定制客运专线采用公车公营模式，
客车在平顶山市设置有 9个站点，在许昌市设置有 4个
站点，乘客可通过“豫州行”小程序进行线上预约、实名购
票。专线试运行期间，每天早上 7点运行至晚上 6点 30
分，约半小时发车一次。7

□张建新 何五昌 摄影报道

11月 19日，宝丰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组
织 10余名党员志愿者来到龙王沟乡村振兴示
范区马庄村开展志愿服务活动，通过为困难群
众送温暖、开展“清洁家园”等活动，培育乡村
文明新风，助力乡村振兴。

近年来，宝丰县不断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
志愿服务活动常态化，定期组织志愿者深入社
区、乡村等地，开展丰富多样的活动。截至目
前，全县注册志愿服务团体 774个，志愿者人
数达60831人。7

▶志愿者为贫困户李安全（右）送去棉被7
▼志愿者在农户家中开展主题党日活动7

平顶山首条
定制客运专线开通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通讯员 杨涛）11月 24日，汝
州陵头镇庙湾村，镇派出所所长杨要来和户籍民警踏雪而
行，走村串户，着力解决人口普查中发现的户口“病 ”。

村民武占其的侄孙女吴昊佳（应是武昊佳），出生证
明上姓氏出错，当时没有发现。后来给孩子办理入户时
发现，再去医院已无法进行变更。如今孩子已经7岁，学
籍上也只能“将错就错”。孩子姓错姓，一直是一家人的
心病。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杨要来立即和村委会联系，并
协调医院、卫健委等部门，为其办理更正手续。

村民朱黑妮和再婚老伴二人年老多病，家庭经济困
难。小孙子王允诺出生后，因其母离家出走，导致户口办
理手续不全，一直无法办理学籍。杨要来了解情况后，派
人多次进村核查情况，调取出生证明档案材料，在今年8
月底为孩子办理了户口。这次，他特地带上新办理的户
口本，送到老人家中。

村里还有几个孩子面临入户难题，涉及情况更为复杂，
杨要来说，他们正在和汝州市公安局沟通，争取早日化解群
众的户口“顽疾”、解除群众“心病”。7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通讯员 张鸿雨）“俺村幸福
院是2018年建成开始使用的，从那时起我们老两口就在
这儿吃饭，一天三顿，便宜又方便，孩子们在外打工干活
也放心。”11月 23日，在郏县王集乡蔡庄村幸福院，82岁
的刘丙炎老人说。

郏县素有“中国长寿之乡”之称，60岁以上人口占比
高达17.59%。为破解农村贫困、独居、五保老人的吃饭、
精神孤寂等问题，郏县借鉴城市社区日间照料中心模
式，积极探索“集中照护”农村养老新思路，建立留守、空
巢等老人关爱帮扶体系，稳步推进农村幸福院建设。农
村幸福院以行政村为单位实行自我筹建、管理、服务，各
村根据实际因地制宜、就地取材，设置休息室、娱乐室、
阅览室、活动室、餐厅等“五室一厅”，满足就餐、休闲娱
乐等日间照料服务。老人每人每天伙食费 5—10元，按
就餐天数收费，五保户、贫困户老人还有适当补贴。

此外，为确保农村幸福院持久健康运行，郏县采取“村
里投一点、群众集一点、社会捐一点、乡里配一点、县里补一
点”的方式，以各村为主，发动本村爱心人士捐赠建设资金
等，建成并验收达标后，县财政再给予3万元/所奖补，目前
32所奖补资金已到账。该县于去年8月启动“慈善一日捐、
助建幸福院”活动，目前已募集善款85万余元。7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通讯员 李宏奇）11月 26日，走进平煤神马集团九矿（以
下简称九矿），封闭煤棚、封闭矸石棚依次排列，近百棵果
树星罗分布、枝繁叶茂，在初冬分外引人注目。

近年来，九矿把绿色矿山建设作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
生命线，持续加强矿区生态文明建设。今年，该矿更是以
创建“绿色矿山”为目标，深入开展“文明健康、绿色生活”
主题活动，昔日尘土飞扬的煤矿正“变身”为大花园。

该矿安装 4套水仓清理设备和 2套膜净化设备，每
天可处理 3000立方米的尾矿水；修建 2个地下沉淀池，
处理生活污水；与外部单位签订环保合同，采用新技术处
理日常废水。该矿修建1500平方米的封闭煤棚，用来存放
原煤，实现“出煤不见煤，产煤不烧煤”；新建3000平方米的
封闭矸石棚，每天随排随运，还积极协调废石坑填充煤矸
石，并进行生态修复。

道路两旁、工业广场和停车场内种植了近百棵果树，
专用道路、生产区、办公区、生活区空余场地全部进行绿
化，一个绿色发展、绿意盎然的九矿正阔步向前。7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通讯员 杨德坤）11月 26日，
记者从舞钢市水利局获悉，日前水利部公布全国第一批
47个深化小型水库管理体制改革样板县（市、区）名单，
舞钢市成功入选。

舞钢市境内有大中小型水库 25座，其中小型水库
23座。在去年成功创建为全国第二批节水型社会建设
达标县（市、区）的基础上，该市探索创新小型水库管理新
举措，围绕治水兴水科学规划、系统治理，建立政府牵头、
部门分工、密切合作的协调联动机制，水功能区水质达标
率长年稳定，饮用水源地水质合格率100%。

2019年年底，该市被省水利厅推荐创建全国深化小
型水库管理体制改革示范县。今年 7月，水利部深化小
型水库管理体制改革示范县评估组到该市袁门、油坊山、
楼子沟等5座水库现场检查，对该市认真总结改革、创出
较好经验给予充分肯定。7

舞钢入选全国深化小型水库
管理体制改革样板市

平煤神马集团九矿

昔日灰飞扬 今朝绿盎然

幸福院托起幸福梦

入村户解决户口“病”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本报通讯员 杨国栋

11月 24日，走进宝丰县张八桥镇姚店铺
村食用菌产业园内，只见百余座大棚次序排
开、整齐划一,棚内，香菇、白玉木耳、玉皇蘑、
灵芝等食用菌长势喜人。

“除了原有的香菇，其余的都是我们今年
试种的新品种，不久就可以上市销售。”姚店
铺村党支部书记徐桂玲边走边自豪地对记者
介绍，“这边是规划出的共享菜园，那边一片
是向日葵观光园，正在建设的是葡萄观光长
廊……”

徐桂玲的自豪自有底气。近几年来，姚
店铺村按照“支部引路、党员带路、产业铺路”
的思路，以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为先导，带领村
民大力发展绿色环保的食用菌产业，实现了

“全民入股、人人分红，致富路上不落一人”。
姚店铺村位于张八桥镇北部，交通便利，

曾是宛洛古道上的一个驿站，由于历史原因
逐渐没落。“空占着好资源，但是没资金、没项
目、没经验，村里长期发展不起来。”谈起村子
的创业史，徐桂玲感触颇深。

穷则思变。徐桂玲多次组织村干部和村
民外出取经，最终决定发展香菇。徐桂玲带
头投资的同时，动员全村 68名党员入股，在
去年年初成立村办企业，以每亩每年1000元
的标准流转村民土地，建起10个大棚。

李秀霞是姚店铺村贫困户，一家四口生
活拮据。村里的企业刚成立，她便将家里的
两亩地流转过去，自己到大棚务工，负责装

袋、采摘等。“土地每年租金 2000元，我每月
还能挣差不多2000元。”李秀霞说。

随着越来越多的“蘑菇伞”绽放在脱贫路
上，像李秀霞一样，本村及周边有 40多户贫
困人员在园区稳定就业，采摘旺季有更多临
时工帮忙。采菇、键菇和剪根的都是女工，由
于干活细致，使得香菇品相好，吸引了不少湖
北、浙江等地客商前来批购。

香菇销路逐渐打开，村里又鼓励村民成
立宝成种植合作社，并逐渐将全部村民吸收
为社员，将香菇种植园扩大为150多亩，包括
80多座出菇大棚和12座养菌大棚，预计明年
总产值可突破 1000 万元，集体经济受益 50
多万元，辐射带动200余人就业。

当天，姚店铺村的一处作坊内，工人们正
忙着加工香菇酱和香菇干。徐桂玲介绍，村
里在售鲜品的基础上，摸索着开发香菇的延
伸产品，并且规划了厂房，注册了季鲜纯商
标，正准备购置设备，进行工厂化生产。今年
的“双 11”，让徐桂玲感受到网络的力量。她
开始谋划利用农村淘宝、网络代购等平台，为
小香菇插上电商“翅膀”，让更多产品走出去。

为提高农业附加值，姚店铺村依托香菇
产业园，又规划出特色农产品商业中心步行
街，修复郑家旧宅，建设葡萄长廊和向日葵
园，致力于打造集种植采摘、观光旅游、休闲
体验、食用菌产品深加工为一体的食用菌标
准化生产示范基地和农业旅游观光园。

“等明年向日葵盛开的时候，这一大片都
是黄灿灿的，特别漂亮，肯定能吸引更多的游
客前来。到时候你再来俺村看看，俺们的日
子肯定更红火。”徐桂玲笑着说。7

致富路上
从“蘑菇伞”到“向日葵”

被“暖”不怕天寒

宝
丰

水土保持
让“三跑田”变“三保田”

鲁
山

“十三五”期间

•鲁山县共投入资金 3000多万元

•完成新增“坡改梯”1.2万亩

•惠及瓦屋、观音寺、张店、仓头等
乡镇的 16个
行政村

从“孔雀东南飞”
到“八方凤还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