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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动态

星光大道

山村周末的扶贫“金点子”会
□本报记者黄红立通讯员黄明 王小伟

灵宝市故县镇

“党建+”助力脱贫攻坚
□本报记者刘景华通讯员屈建国

入股贫困户获分红5万多元
鲁山县一企业帮扶困难农户

□本报记者丁需学通讯员王永安

淮滨县 稻鳅共养促农富 内黄县 发展产业助扶贫

邓州市

“巧媳妇”工程
助贫困妇女脱贫

□本报记者曹相飞通讯员王静会李可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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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得好，不仅能充分利用我县的

紫砂资源，还能带动贫困户脱贫，我们一定

要全力支持！”

“这个项目不能简单地看成是生活用

品制作，产品是代表我们地方特色的工艺

品，要有技术含量，对招收的工人要做好培

训！”

7月14日晚上7点多钟，位于新安县深

山区的北冶镇高庄村一座刚开工生产的企

业院落里，正召开着一场别开生面的“金点

子”会，主持会议的是县委组织部正科级组

织员、县人才办负责人庞爱萍。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企业，能把拔尖人

才吸引来献计献策呢？原来这个企业是县

第十一批拔尖人才张逸人援助山区脱贫攻

坚的项目，项目总投资600万元，主要依托

当地紫砂原料生产豆芽罐、紫砂壶、紫砂杯

等生活用品。目前，该企业已在山区贫困

家庭招收工人20多名，日生产豆芽罐100

多个。

如何让企业尽快形成规模、打开市场

销路，自然是庞爱萍极为关注的事，趁着周

末，她就召集了与项目相关的几位拔尖人

才，现场为企业生产经营出“点子”。

“产品不仅要实用，更要有艺术含量，

我县是‘中国书法之乡’，历史悠久，文化底

蕴深厚，可以把产品与新安的书法、绘画艺

术结合起来！”县拔尖人才郭延兴、王怀阳

献出了自己的“点子”。

“我觉得，产品局限在豆芽罐、紫砂壶、

紫砂杯还有些单一。紫砂是个好东西，现

在的人都讲究生态、健康，企业可以生产

碗、碟、酒壶、花盆等，最大限度地挖掘产品

潜力！”县拔尖人才王小丽说。

作为县拔尖人才的“新安窑”传承人王

志成，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陶艺品的开发、研

究。他说，现在韩国、日本百分之七十以上

的陶艺用品源自进口，他们长期受汉文化

的熏陶，对中国的陶艺品更是情有独钟。

咱们的产品不仅要上档次、有品位，还要瞄

准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县里又有便利的电

商销售平台，只要能做好，会有广阔的市场

前景。

“再好的产品离开了宣传，也等于在黑

夜中暗送秋波，要给产品起一个好听的名

字，构思一条让人一下就能记住的广告语，

不断扩大影响！”来自县新闻宣传部的拔尖

人才郭建立也谈了自己的看法。

……

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谈得热烈而投

机。张逸人边听边记录。庞爱萍也语重心

长地对大家说：“咱们拔尖人才都是各个领

域的专家，把大家的智慧汇聚起来，就能发

挥出巨大的能量，以后这样的活动要多举

办，还要‘走出去’与市里、省里的专家人才

对接，有了‘金点子’就能更好地服务县里

的脱贫攻坚，就能达到‘点石成金’的效

果。”

7月13日，汝南县

常兴镇柏丈屯村农民

任栓正在查看豆丹生

长情况。今年春，任栓

投资3万元，兴建占地1

亩的豆丹养殖大棚，一

季下来至少可产豆丹

50公斤，按市场价每斤

170 元、一年养殖三季

来算，他的这1亩大棚

年收入可达5万元。豆

丹是豆天蛾的幼虫，以

吃大豆叶子、洋槐树的

叶子为生，其肉浆是一

种特佳的高蛋白食物。

本报记者 黄华 通

讯员杨明华摄

“这比存到银行里的利息高多了，人

家企业给咱照顾得真是不赖。”7月 17

日，拿到480元分红的鲁山县张店乡刘

湾村贫困户李儿子等人高兴地说。当

天，位于该村的河南炜成实业有限公司

举行首批扶贫分红资金发放仪式，现场

为 113 户贫困户发放入股分红资金

54240元。

河南炜成实业有限公司地处张店乡，

作为县重点项目和产业扶贫龙头企业，该

公司集种、养、加于一体，为三全食品等知

名企业代工生产饺子、汤圆等食品。去年，

该公司以自愿入股的方式，将贫困户的

4000元到户增收财政扶持项目资金作为

保底股金，吸纳242户特困户入股或进入

企业务工。目前，第一批113户贫困户分

红资金已经发放，余下的第二批正在办理

中。

“公司说最近对接一个大单，下个月起

将生产一大批汤圆。”负责为公司招募务工

人员的刘湾村党支部副书记龚钦说，河南

炜成实业有限公司被定为鲁山县精准扶贫

就业基地，吸收了张店乡雷趴、邢沟、界板

沟、刘湾等8个村的近百名贫困人员在厂

内就业。

“我父亲肢体残疾，弟弟先天性食

管狭窄，母亲两年前又做过一次手术，

家庭非常贫困。想不到镇里和镇里的

爱心企业救助贫困户，给我发了1000

元扶贫助学金，让我非常激动。这些

钱够我一学期的生活费了。”7月18

日，叶县仙台镇社会扶贫爱心企业捐

赠暨授牌仪式结束后，丰王村16岁受

助学生苗金帅对记者说。

在仙台镇当日举行的社会扶贫爱

心企业捐赠仪式上，共有8名贫困学

生每人得到了1000元的扶贫助学金，

50户贫困户收到了实物捐助。“接下

来，还将有240户贫困户接受米、面、

油的实物捐助。全镇1028户贫困户

将陆续领取‘扶贫爱心优惠卡’。”仙台

镇党委书记虎永福告诉记者。

仙台镇为营造关心支持、积极投

身脱贫攻坚的浓厚氛围，创新扶贫模

式，通过党委、政府主导，社会企业参

与，组织动员域内企业积极投身脱贫

攻坚，回报社会，奉献爱心。7月12

日，仙台镇组织镇区相关企业，召开了

社会扶贫座谈会，各企业积极响应，纷

纷伸出援助之手。数天时间内，就有

世纪华联超市、168超市、峰通粮粉有

限公司、安达液化气、陈氏商贸有限公

司、晓凯家电、海尔电器等企业捐款捐

物达3.4万余元，并为贫困户提供就业

岗位15个。

邓州市发挥家庭妇女“半边天”作用，

通过建立健全“巧媳妇”激励机制，让生产

车间进村入户，实现了众多贫困妇女在家

门口就业创业、增收致富。

为加快贫困妇女脱贫步伐，该市印发

“巧媳妇”工程行动方案，召开工作推进会，

在全市开展巾帼扶志助力脱贫攻坚活动，

引导贫困妇女坚定脱贫志向。该市根据建

档立卡贫困妇女底数，制定培训计划，在各

乡镇举办各类实用技术和家政服务培训班

12期，培训妇女1600多人次，让贫困妇女

真正掌握一技之长，增强了妇女脱贫致富

的本领。

该市结合妇女信用创业贷款和财政贴

息小额贷款工作，加大对贫困妇女的资金

扶持力度，两年来已帮助贫困妇女解决创

业贷款6000万元。

同时，该市还大力兴办“巧媳妇”创业

就业项目点，以产业集聚区的穰东服装协

会、文渠梦蝶儿内衣厂等为依托，鼓励妇女

在家里加工生产服装、手工制品等，推动产

业脱贫。鼓励“女能人”与贫困妇女结对帮

扶，采用“合作社+贫困户”“协会+贫困户”

“公司+贫困户”“基地+贫困户”等多种扶贫

模式，做到精准扶贫落实到户。两年来，该

市共建立“巧媳妇”加工站点30多个，新提

供就业岗位8000多个，安排5000多名妇

女就近就业，其中安排贫困家庭妇女1230

名。

“一个月4600元，管吃管住，我们家的

小日子慢慢红火起来了。”7月17日，河南

双鑫机电空调设备有限公司的职工焦运宏

告诉记者。进入该公司之前，他的身份是

桐柏县吴城镇七里井村农民。

眼下，像焦运宏一样，桐柏县越来越多

有一技之长的农民正在进入企业增收致

富。近年来，桐柏县突出企业在创造财富、

分配财富中的骨干作用，全面激发全社会

关爱支持贫困群众发展的活力，倡导企业

深度参与脱贫攻坚，实施“千企帮千村”工

程，取得了显著成效。

该县持续开展“千企帮千村”宣传活

动，对企业扶贫中的先进典型进行报道。

在先进典型带动下，县内企业纷纷通过发

展产业、吸纳就业、技能培训、公益捐赠等

形式，在脱贫攻坚上出实招、求实效。全县

各类企业帮助1万多名贫困群众脱贫，累计

捐赠各类款项超过1000万元，结对帮扶贫

困学生4000余名。

政企携手。桐柏县坚持自愿结合和组

织动员并举，县工商联、县工信局和县扶贫

办共同牵头，组织全县132家企业与132个

非重点贫困村结成帮扶对子，实现了对口

扶贫全覆盖。县里搭建政企合作平台，对

企业包村干部和驻村工作队开展培训5次，

增强了企业的服务能力。

因势利导。桐柏县在调研中发现，多

数贫困户有创业激情和致富愿望，特别是

对种植、养殖有浓厚兴趣。县政府因势利

导，一方面积极实施到户增收项目，另一方

面制定一系列帮扶措施，开展了“一联二送

三帮”活动，发动全县10家重点企业，每家

企业联系1～5名贫困户，送家庭养殖、特色

种植扶持资金，送种植养殖信息、服务和技

术，帮助贫困户选择致富项目、拓展致富门

路、提高致富能力，目前已筹集资金100万

元，帮助500个贫困户发展养殖、种植业。

此外，该县还创建了产业带动型、合作

互利型、公益捐助型、电商平台型等扶贫模

式，同时充分发挥全县64个精准扶贫就业

基地的作用，安置就业人口达5800多人。

今年以来，灵宝市故县镇创新党

建工作思路，积极探求精准扶贫新路

子，以“党建+精准扶贫”工作思路，着

力实施产业扶贫、医疗救贫、扶志脱贫

三大行动，从经济脱贫、健康脱贫、精

神脱贫三个方面助推扶贫攻坚，确保

群众不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路上掉

队。

党建+产业扶贫。该镇按照“支部

带头、党员示范、合作社架桥、村民合

力”的发展模式，依托农业龙头企业三

门峡为民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为133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注册灵宝市惠塬农

牧专业合作社，公司为贫困户作担保

从信用社申请贷款25万元，贫困户把

贷款汇入合作社成为社员，每年享受

利息分红3750元，为民实业公司负责

资金管理使用和归还贷款，保证贫困

户持续有稳定收入。

党建+医疗救贫。在脱贫攻坚战

中，因病致贫是攻坚的重点、难点之

一。该镇针对看病就医问题，集中力

量，将全镇贫困户数据提供给镇卫生

院，由镇卫生院牵头，对辖区内贫困户

提供免费体检，并且根据病情病因，有

针对性地开展免费随访、指导健康等

服务。

党建+扶志脱贫。针对目前农村

存在的一些贫困户不思进取、“等靠

要”思想严重的现象，该镇将精神扶贫

纳入扶贫攻坚重点工作，坚持“扶贫先

扶志，治贫先治愚”的原则，树立干事

创业的先进典型，为贫困户开设励志

课堂，拔除思想上、精神上的“穷根”。

7月18日，在淮滨县王店乡沙坝村田湖稻渔共养专业合作社

的稻鳅共养基地里，饲养员正在为泥鳅喂食。该基地采取“公司+

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发展稻鳅共养400余亩，带动50余户贫困

户走上了致富路。 本报记者尹小剑通讯员吴锋刘伟峰摄

7月16日，位于内黄县产业集聚区的河南安派电动汽车产业

园的工人正在组装电动汽车。该园计划总投资15亿元，年产各

种电动汽车10万辆，年主营业务收入30亿元，实现利税3.5亿元，

提供扶贫就业岗位3000个。本报记者秦名芳通讯员刘超摄

近日，卫辉市卫州路爱心粥屋负责人

史春荣和麟芝苑爱心粥屋负责人党小瑞及

部分爱心人士代表，带着现金、生活用品前

往卫辉市李源屯镇慰问了家中连遭不幸的

吴沛香，将2000元现金送到了吴沛香手

中。同时，红晨保安公司负责人也将945

元现金及两包被褥、衣物送到了吴沛香家

里。

吴沛香是李源屯镇农民，近些年，其家

中连遭不幸。她儿子溺亡，孙女脑瘫，儿媳

妇下落不明，特别是前几天家中突然失火，

一次次的打击几乎使她崩溃。吴沛香告诉

记者，截至目前，她已收到善款4万多元。

吴沛香说，她收到的捐助已经能够维持家

中的开销了，她想通过记者向爱心人士表

示真诚感谢，并声明不再接受民间捐助，希

望爱心人士把爱心款捐给最需要救助的

人。

“帅阳，快出来，刘阿姨来接你上

学了！”7月17日一大早，郏县王集乡

史庄村贫困户李金营叫儿子李帅阳去

上辅导班。前来接孩子的刘素娇是贫

困户李金营的“爱心帮扶人”。

刘素娇是史庄村人，她以前因缺

乏技术，没有稳定收入，家庭贫困，

2014 年经申请评议被确定为贫困

户。2015年在乡、村干部的鼓励帮扶

下，刘素娇筹集一些资金，在大屯社区

明德小学门口开办起理想公寓。她的

收入增加了，生活条件改善后，去年

11月份她申请脱贫，成为脱贫户。

史庄村有一贫困户，户主叫李金

营，他身体二级残疾，拄双拐行走，生

活不能自理。今年6月份，李金营的

妻子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导致身

体偏瘫，原本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一

家人愁眉不展。

刘素娇了解到李金营的情况后，

有了“扶贫爱心接力”的想法，她决定

做李金营的“爱心帮扶人”，帮助他们

一家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刘素娇隔三

岔五就去李金营家，鼓励李金营妻子

徐小玲坚定生活信心，争取早日康

复。李金营的儿子李帅阳刚满12岁，

快放暑假了，照顾儿子李帅阳生活和

学习成为李金营一家的难题。刘素娇

决定接李帅阳到自己的理想公寓，免

费吃饭、免费住宿、免费辅导功课。她

给李帅阳买了新书包、新衣服等，在刘

素娇的照顾下，以前沉默寡言的李帅

阳性格开朗了许多。

刘素娇与李金营虽住一个村，但

过去来往并不多，刘素娇雪中送炭的善

举让李金营一家感激不已。刘素娇说，

自己以前也是贫困户，在党和政府的帮

扶下脱贫了，现在为贫困户做点力所能

及的事也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扶贫一线

实实在在帮 全心全意扶
桐柏县政企携手攻坚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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