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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乐县

□本报记者 赵振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晓静
本报通讯员 王为峰

馒头一天卖出几千单，这是豫拓食品有
限公司负责人刘小军曾经想都不敢想的
事。“全靠电商平台，馒头不仅卖得快，还能
卖出好价钱。”9月 22日，坐落在台前县侯庙
镇张楼东村的豫拓食品车间内，刘小军仔细
核对着网络订单，“一开始我的目标是在附
近乡镇线下销售，但与馒头作坊相比，公司
产品价格不占优势，一度陷入经营困境。”

今年春，台前县电商办调研组在走访中
了解到这一情况，及时安排该县电商公共服
务中心与刘小军对接，帮助开设网上店铺、
免费培训人员。“产品迅速打开市场。”刘小
军说，随后他依托传统工艺打造品牌，组建
电商销售团队，把馒头的日加工量从不足
1000公斤提升至20000多公斤。

在台前县，电商致富已驶入“快车道”。
近年来，该县依托成功创建全国电子商务进
农村综合示范县的优势，探索创新“电商+企
业+基地+农户”产业融合发展模式，形成资
源共享、覆盖广泛的县、乡、村三级服务网络；

该县还常年开设免费电商人才培训班，大力
激发群众的电商创业热情。“电商服务覆盖9
个乡镇372个行政村，电商从业人员达3.5万
余人。”台前县电商办主任付纯灵说。

台前县的樱桃、鹅蛋、黑猪肉等 86种特
色农产品，通过淘宝、京东等电商平台走出

“深闺”；当地的羽绒及服饰、汽车零部件等
产业发展，也因电商开辟了与乡村振兴融合
发展的新途径。该县打渔陈镇周庄村村民
杨纪彬创办的村头工厂，引入线上童装销售
模式后，利润翻倍增长，“为此工厂扩建了厂
房、生产线，还将新带动就业100余人。”③7

□本报记者 赵振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马鹏宇
本报通讯员 陈晓旭

整修后的冀鲁豫军区后方医院“还原”旧
时岁月，承载抗战话剧表演的祥云剧社传播
红色故事。在清丰县双庙乡沙格寨村，有一
条远近闻名的红色旅游路线，吸引游客前来

“看支前村、走支前路、吃支前饭、体支前情”。
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资源、富民资

源，是清丰县近年来着力打造的乡村振兴
“红色引擎”。在抗日战争后期，冀鲁豫

边区的政治、军事指挥中心曾驻扎在
清丰县双庙乡。依托大量的红色遗

址留存，清丰县把开展红色教育
与发展红色旅游相结合，把开发

旅游业与当地新农村建设结

合起来，走出了红色文化产业的新路子。
沙格寨村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俺们几

个小孩趴在手术室的后窗上，听见受伤的战
士们呻吟出声，就给他们加油，安慰他们。”9
月22日，87岁的村民周桂松说，在他小时候，
沙格寨村还是支前先进村；等他长大了，沙格
寨村却成了一个深度贫困村，“除了种小麦、
玉米，也没啥好营生。想富，就得外出打工。”

现在，充分挖掘支前故事的沙格寨村，
又成为吸引游客前往的红色“打卡地”。“村
里每年接待游客7万余人次，我这个超市靠
游客每年收入 3万多元。”脱贫户孙守训最
近有个新计划，在超市增加红色旅游纪念品
的售卖。而村民周现军也有了新目标：“俺
家原来开农家乐，比外出打工挣得多。现在
有些存款，俺合计着再买辆货车跑运输，日
子更有奔头！”③9

□本报记者 赵振杰 本报通讯员 贾红敏 王峥

9月 22日，在南乐县杨村乡袁家庄村，国储林带与上
百亩的“北京茶菊”相映成趣，忙着采花的村民吕焕英却顾
不上欣赏：“这些菊花正在盛开期，俺一天可以摘上200来
斤，算下来净赚七八十元。”

一块地产生两份收益，又实现了林农增收、林地增绿、
生态增效等目标，林下经济铺就的特色产业之路，撑起了当
地农民的“钱袋子”。结合地域特点及种植习惯，近年来，南
乐县制订全县农业产业发展规划，推动农业产业集中化、区
域化、规模化发展，已经实现了“一村一品、一乡一业”。

“礼盒装一箱4.5斤，有 30多元的也有40多元的。”南
乐县谷金楼镇阎李谷金楼村村民李恩信，更愿意称自己为

“秋月梨三叔”。在短视频平台收获50万余名粉丝、4万多

个网上订单，李恩信说，他的成功源自产业底蕴，
“俺镇种了 1700余亩秋月梨，各家各户不仅流转
了土地，还加入合作社变‘股民’。”

南乐县张果屯镇烟之东村不足千人，却发展了一个占
地2000亩的果蔬种植基地，还建起远近闻名的西红柿科
研、生产基地。烟之东村党支部书记赵战秒说，早在2010
年，他就联合6名党员群众成立合作社，以建棚搞种植的方
式促增收，“当时不少人既想加入，又怕赔钱、怕弄不成。”

赵战秒下定决心，以种植基地为依托，实行支部委员联系
片区、党员联系种植户和困难户、党员种植户联系非党员种植
户和困难户“三个联系”机制。在启动资金、专业技术上给予
困难群众全方位支持，在产、供、销等环节采取“保姆式”服
务，逐个指导、随叫随到。“西红柿红火，我们的日子才红
火。”烟之东村种植户赵来印说。③9

□本报记者 赵振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马鹏宇
本报通讯员 程正锋

濮阳县王称堌镇滩区迁建安置区，看
起来跟城市小区没什么区别。高楼林立、
街道整齐，花木点缀、集市热闹，超市、幼儿
园、卫生室也应有尽有。

“这么好的条件，不搬迁就太亏了。”
57岁的宋集村村民宋成玉已在该安置区
度过了两个春节，谈起搬迁后的感受，他眼
里都带着笑，“俺在俺村第一个报名搬迁，
安置区建好后又第一个入住。一点不后
悔，心里亮堂堂的。”

濮阳地处黄河“豆腐腰”段，为使滩区
群众摆脱洪水漫滩之灾，黄河滩区居民迁
建工作助力群众迁出幸福好生活。濮阳县
黄河滩区居民迁建共涉及7个乡镇48个村
11112户40611人，该县按照“靠近县城、靠
近乡镇政府驻地、靠近产业园区”的原则，科
学规划建设乡镇安置区5个、县城安置区2
个，新建住宅楼213栋及小学、幼儿园等基
础配套设施，总建筑面积达158万平方米。

搬得出、稳得住，还要能就业、快致
富。为做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让群众搬迁之后再“扎根”，濮阳县还在
各个安置区附近因地制宜建设扶贫车间，
建成“好孩子”童车、东森日化、美施宝家用
电器等179个就业点，安置7100余名群众
就业。

与王称堌镇安置区“一墙之隔”的，是该
镇招商引资的工业园区。车间里，百余台电
动缝纫机发出有节奏的“哒哒”声。“在家门口
上班，心里踏实。”王称堌镇孙庄村脱贫户尚
荣丽说，白天挣钱，晚上照顾老人、陪孩子，可
谓一举三得，“像俺一样情况的，厂里还有
600多人，大家的日子都越过越好。”③7

□本报记者 赵振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晓静

在濮阳市游历乡野，一定要带上乡村振兴的
“地图”，走一走脱贫攻坚的“道路”。

这条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路。濮阳市是我
省“三山一滩”扶贫开发重点区域，沿黄滩区叠加革
命老区、传统农区的现实带来严峻挑战。8年来，濮
阳市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以贫困不除、愧对历史的责任担当以及不获全胜决
不收兵的攻坚意志，兑现了庄严承诺、交出了合格答
卷：现行标准下 31.65万名农村贫困人口高质量脱
贫，638个贫困村高标准出列，省级贫困县濮阳县和
国家级贫困县范县、台前县相继高质量脱贫摘帽。

在路上，“产业之花”遍地开。以项目建设为产业
扶贫的总抓手，濮阳市累计投入财政资金超过36亿
元，因地制宜谋划实施1976个产业扶贫项目，建设扶
贫车间348个，产业扶贫政策扶持覆盖率由脱贫攻坚
战以前的44%提高到100%。一县一业、一乡一品，

“沿黄水产畜牧养殖带”“中部特色种植带”“北部优质
林果带”三大扶贫产业带，清丰县食用菌、范县优质稻
米和小龙虾养殖等特色农业打造“濮阳品牌”。

在路上，“颜值气质”大变样。濮阳市努力做到“两手抓、两
手硬”，既着力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又大力丰富群众精神文
化生活。濮阳市实施滩区居民迁建，在濮阳县、范县、台前县建
设集中安置区18个，实现外迁滩区群众2.9万户10.3万人；推进城
乡供水一体化，将丹江水送到农户家中；贫困人口基本医保参保率
100%，贫困人口医疗费用实际报销比例达94.09%，有效缓解“看
病难、看病贵”问题；设立“爱心超市”，“红色文艺轻骑兵”进乡村，“六
评六比”“快乐星期天”等活动丰富多彩，激发群众内生动力。

在路上，“党建沃土”勤耕耘。脱贫攻坚战打响后，濮阳市迅
速成立了市委书记任第一组长、市长任组长的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并对
贫困人口400人以上的8个重点乡镇、贫困发生率超过1.5%的 108个重
点村实行挂牌分包。全市 4万多名帮扶干部、840个驻村工作队、3400
多名驻村干部开展精准帮扶，为贫困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

这条路，更连接着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濮阳市严格落实“四个不摘”，保
持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
贫底线，持续发展壮大特色产业、促进脱贫人口稳定就业、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提
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濮阳市将继续保持攻坚克难的锐气和斗志，全面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推动乡村全面振兴。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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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振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晓静
本报通讯员 季玮

9月 18日，中秋节前，范县王楼镇孙刘黄村居村联养
点门口，69岁的五保户冯启磊遛弯回来，正巧遇上范县民
政局局长王丙臣。“这两天天冷，大爷你再添点衣服啊。”
对冯启磊来说，王丙臣算是“老朋友”，自2019年他搬进联
养点，逢年过节总有这样一份问候。

“吃得好、睡得好，生活愉快、心情愉快。”冯启磊最满
意他居住的小屋，有客厅、有卫生间，有空调、有暖气、有
电视，“比我的老屋大一半。原来住的砖瓦房的外墙起多
厚一层白碱子。”

“离家不离村，离亲不离情。”王丙臣介绍，近年来，范
县聚力聚焦特殊困难群体，根据群众的差别化需求，探索
出邻里照护、日间照料、居村联养、集中托养等扶贫助残
四种模式。让冯启磊得到保障的，正是居村联养模式。

范县充分整合社会救助、土地整合、危房改造等政
策，在全县建设42个居村联养点，已经入住840余人。联
养点针对独自居住、不愿到乡镇养老院的特殊困难群众，
通过在村内集中规划建设住宅用房、村级标准化卫生室，
统一配备生活设施和服务人员，打造舒适“生活圈”。

孙刘黄村居村联养点就建在本村村头。“走着去超

市，不超过5分钟；周边村有水系
景观，骑个洋车过去也不过七
八分钟路程。”冯启磊说，跟他
一起的还有5位老人，平时
他们一起拉呱、下军棋，一起
在院里的健身设施上
健身。有啥困难，村里
有专人负责解决；生
活不便，有乡镇配
备的公益岗人员
提供照料。

“得让困难
群 众 活 得 有 质
量。”王丙臣坚定
地说，发钱发物
不能解决所有问
题，更要从衣食起
居精神面貌等各个
方面发力，“加大救助
力度，加大托养力度，给
困难群众家一般的温
暖。”③9

范县 贫弱有所依 兜底暖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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