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21日，宜阳县董王庄乡赵坡村，来自洛阳理工学院的大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开展文化扶贫艺术墙绘活动。今年以来，该村

整合扶贫资金硬化道路，安装路灯，建设文化广场、排水渠，又粉刷了临街墙面，请来大学生美化墙体，让美丽乡村充满了“艺术范

儿”。田义伟 摄

宜阳县文化扶贫 扮靓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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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联办单位：

国家开发银行河南省分行

本报讯 进入卢氏县的山间和乡村，

随处可见一座座香菇大棚和一片片蓬勃

生长的核桃林，食用菌和林果业目前已成

为卢氏县的两大主导产业。在这些产业

蓬勃发展的背后，融入了社会各界对卢氏

县的关怀和支持。

2017年7月，在卢氏县委扩大会议

上，县委书记王清华向与会者推介了一本

小册子，要求全县科级以上干部人手一

册，认真学习。这本册子是《卢氏县脱贫

攻坚规划咨询报告》，是国开行河南省分

行在总行的指导下，针对卢氏这个国家级

深度贫困县开出的扶贫“药方”，提出卢氏

县要依托自身特点，优先发展特色农产

品，将食用菌、中药材、林果等三大产业作

为产业扶贫的重点。

“融智”绘蓝图，“融资”出实效。国开

行河南省分行运用开发性金融思维，与卢

氏县重点扶贫产业对接，以食用菌产业为

例，这是卢氏县最有特色、最具优势，同时

涉及贫困户最多的产业，规划总投资18

亿元。“乍一听，觉得产业规模挺大，挺合

我们开发性金融大手笔的特点。”国开行

河南省分行派驻三门峡市的扶贫金融专

员王森涛对笔者说，可细算这笔账，问题

就出来了，在18亿元是全产业链的概念，

其背后包括一万多个大棚、一万多个贫困

户、上千个原材料和加工商。矛盾随即显

露——大棚建设点多面广，涉及大量集体

经济和农户，这与国开行批发性资金、人

员少、网点少之间有矛盾；种植基地建设

缺少龙头企业支撑，这与国开行市场主体

进入门槛高之间有矛盾。

大手咋绣“扶贫花”？“运用开发性金融

的思维，用全产业链这个‘面’的思维去种桃

树，而不是简单‘点对点’摘桃子。”王森涛告

诉笔者，针对大棚建设问题，该行通过与地方

金融机构合作扶贫转贷款，再分发给合作社

和贫困户，解决点多面广的问题。截至目前，

国开行扶贷转贷款已发放3.2亿元，其中1.5

亿元用于食用菌新式大棚建设。针对种植

基地建设问题，该行引导地方优质平台公司

强化公司治理、规范市场化运作并引入担保

等方式增信，申请长期项目贷款用于种植基

地建设，带贫的中小企业和集体经济以租代

购、向平台公司租赁基地运营，在激活扶贫效

应的同时实现了现金流闭环。

运用开发性金融助推卢氏县产业扶

贫的模式，映射出国开行河南省分行贯彻

落实中央和河南省委、省政府的战略部

署，致力扶贫攻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的责任之举。近年来，该行坚持“融制、融

资、融智”的“三融”扶贫策略和“易地扶贫

搬迁到省、基础设施到县、产业发展到村

(户)、教育资助到户(人)”的“四到”思路，克

服人员和机构短板，选派12名处级干部

作为扶贫金融专员，成立18个省辖市工

作组，构建“工作组+扶贫专员”双重工作

梯队，注重金融扶贫和普惠金融的有机结

合。目前，该行已累计向河南省的贫困县

发放贷款突破1000亿元，其中发放精准

扶贫贷款334亿元，惠及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207万人。

国开行河南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傅

小东表示，将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

的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要求，紧紧围绕

2018年河南省脱贫110万人，实现33个

贫困县脱贫摘帽、6.29万人易地扶贫搬迁

的任务，深入调查研究，强化融智扶志，以

大情怀、大智慧、大思路助力河南打赢脱

贫攻坚战，为河南省决胜全面小康、让中

原更加出彩作出更大贡献。(郭杰彭鑫)

“村里来了年轻人，想方设法为脱贫，

大事小事他都管，真心实意为了俺！”这是

伊川县吕店镇老庄村全村老少常挂在嘴

边的一句顺口溜。老庄人说的“年轻人”

就是伊川县人大常委会机关驻村第一书

记何月明。

2017年2月，何月明从县城来到了

吕店镇老庄村成了一名驻村工作队员，

2017年12月1日，何月明因驻村工作成

绩突出，被组织上任命为驻村第一书记。

为贫困户办身份证，何月明七下登

封，行程上千里。老庄村贫困户范进功的

妻子是登封市人，16年前与范进功生活

至今。因为没有登记结婚，户口没有迁

移，无法享受各项扶贫政策，范进功多次

发牢骚。何月明始终牵挂着这件事，他到

吕店镇派出所查询到范进功妻子娘家的

具体地址——登封市白坪乡寨东村。户

口处于锁定状态，需先解锁，办理二代身

份证后，才能与范进功办理结婚手续、户

口迁移手续。为此，何月明和驻村工作

队、老庄村“两委”干部先后七次找到登封

市白坪乡寨东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进

行协调办理，终于在今年4月解决了范进

功十几年的心愿，办理了结婚证、迁移了

户口。现在只要村里有事，范进功都是乐

呵呵地跑前跑后。

近日，我们在村里采访，贫困户张社

伟把我们拉到他家门口，憨笑着说，“我这

房子盖得不赖吧！”张社伟86岁的老母亲

也不停地说“驻村这些人真好，党的政策

真好！”44岁的张社伟是智障患者，母亲

年老多病，无劳动能力，母子俩一直住着

20世纪70年代的土坯房。何月明在和驻

村工作队、村“两委”的努力下，借县里危房

改造的东风，让张社伟母子俩住进了新房。

今年1月27日，临近中午时伊川县

城乡下起了大雪，在村里连续工作了五

天四夜的何月明刚刚回到家里，顾不上

休息，就让妻子拿出结婚时娘家陪送的

两床新被褥、几件棉衣，开车就往村里

赶。雪大路滑，何月明用了两个多小时

才把被褥、棉衣送到贫困户张社伟和张

平均家。

在村里采访，群众说得最多的是“别

看小何这娃子年龄不大，会办事着呢！”年

初，何月明为贫困户张老多协调危房改

造，因为张老多生病住院，无人“照面”，为

了能够尽快开工，他多次与张老多的女婿

沟通，为老人垫资修建新房，现在张老多

一家已经住上了宽敞明亮暖和又安全的

房子。

“孩子们想有一个篮球、一本故事书

等小小的心愿，对我们来说，微不足道，但

对于孩子们来说，就是一件非常幸福的

事。赠人玫瑰，手留余香。让我们伸出手

来，结对认领，帮助实现。”何月明给县人

大机关志愿服务队微信群发了倡议。志

愿服务队响应倡议，先后到老庄村教学点

开展了两次“微心愿”活动，赠送了羽绒

服、学习用品等。

□本报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葛高远赵恩伟

本报讯 （通讯员张晓霞 记者秦名
芳）在内黄县豆公镇前神标村扶贫车间门

口，有这样一条标语：“打工何必去远方，

家乡就有好工厂”，引起了记者的探究兴

趣，这个好工厂是做什么的？

6月20日，前神标村第一书记睢晓康

告诉记者：这个扶贫车间是在今年春季建

成投产的，已有50名村民在扶贫车间就

业，其中贫困户有13名。工人月工资在

1500元～2200元。扶贫车间以加工外

贸服饰为主，主要有护士服、工作服、童装

等。

该村脱贫户李爱真经过培训成了这

里的工人。她说：“在这里上班，一个月有

2000多元工资，还有地里的收入，再加上

养猪，我们家现在是真正脱贫了。”

“现在，我在家门口就可以工作。”

低保户王然然说，“家里孩子小，母亲还

要照顾脑瘫的弟弟，外出打工不方便，

在这里上班，既可以赚钱又可以照顾孩

子。”

该扶贫车间负责人王现峰介绍，他长

期在外地做服装加工，有技术，有稳定订

单，下一步，他计划再投资50万元，增加

两条生产线，再增加50个就业岗位，让更

多的乡亲就近就业。

本报讯（通讯员李霞王秋生 记者

冯佳志）水泥路四通八达、太阳能路灯依

次分布、民宿建筑错落有致、游园溪水赏

心悦目、环保厕所入户各家、垃圾污水集

中处理……孟州市槐树乡源沟村，这个

昔日的省级贫困村，如何在不到三年时

间里，变成了“集体强、群众富、生态美”

的美丽乡村？“党的扶贫政策让俺村美

了、富了！”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源

沟村群众说。

源沟村土地贫瘠、干旱少雨，700亩

耕地基本上是靠天收，曾是“知名”省级

贫困村。2015年，源沟村提出“以农业

项目建设为支撑，走农旅融合特色乡村

游之路”的理念，争取到精准扶贫资金

150余万元，引入沁河水，建成蓄水量5

万余立方米的灌溉坑塘，彻底打破了多

年来制约该村发展的水电瓶颈。

为统筹发展，共同致富，源沟村大

力发展集体经济。孟州市鹏源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是源沟村集体经济项目，种

植有沾化冬枣、油用牡丹。同时，引入

科技力量进行红薯套种、反季节蔬菜种

植等，2017年仅红薯项目收入就达百

万元。九亩田专业合作社引进U形锁

加工项目，帮助17户贫困户脱贫致富，

并经营“双市会”古街、驴磨坊等特色旅

游项目。

源沟村由上源沟、中源沟、下源沟三

个自然村组成。高岸深谷植被丰富，加

上沟底有两个泉眼，生态资源优势明显。

在对源沟村的地形地貌、人文历史、

生态资源经过调研勘测后，孟州市做出

了“产业有特色、生态有呵护、文化有传

承”“发展以乡村游为主要特色的休闲度

假区”的乡村规划。上源沟以“双市会”

古街道为主，打造古街休闲文化、当地手

工艺加工等特色街区。中源沟以大队

部、和睦大讲堂、小型文化广场、乡村卫

生院为中心，打造公共服务；同时发展蔬

菜大棚等体验农业，并利用沟下两个泉

眼为支点打造源中源水街。下源沟以坑

塘为中心，保护生态湿地，发展垂钓、水

上娱乐项目。沟底、沟坡、沟上三重景

观，构成了源沟的“后花园”，引来了众多

游客。

为帮源沟村实现脱贫，孟州市建设、

农业、卫生等部门分别伸出援助之手，宽

敞的源沟村卫生院投入使用，党员群众

服务中心、和睦家园大讲堂等主体工程

建设完毕，1000多米道路铺设完成，47

盏路灯安装完毕……2017年12月，源

沟村彻底甩掉了贫困帽。

目前，该村正在举办“美丽源沟村”

摄影展览，上百张精美图片记录了村庄

蝶变的过程。一位提供照片的村民告诉

记者：“置身现在的源沟村，比我梦里的

乡间故土还要美，还要舒适！”

孟州市槐树乡源沟村

脱贫路上蝶变重生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李守
伟）6月19日上午9点多，周口市川汇区

城北办事处邵寨村村民孙艳春把家里拾

掇好，便来到村头的兴家花卉苗圃中心

的职工餐厅，为几十名工作人员准备午

餐。

兴家花卉苗圃中心创建于2013年，

占地563亩，产业以园林绿化、林业生态

旅游为主，是川汇区着力打造的“城市森

林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因

在精准扶贫工作中作用突出，被评为全

市扶贫基地之一，也是该区唯一的扶贫

基地。

孙艳春家有6口人，是邵寨村231户

扶贫对象之一。她的公公、婆婆年龄偏

大，劳动力渐失，两个孩子正上小学和初

中，都要花钱，自己被家庭琐事缠身，哪儿

也去不了，家庭收入来源主要是丈夫一人

外出打工所得，虽然挣了些钱，但被家庭6

口人一平均，少得可怜，日子过得紧巴巴。

该区精准扶贫帮扶工作开展后，孙

艳春家有了起色。经帮扶队员努力，孙

艳春的公公到爱卫办当工人，负责打扫

离家不远的高速路口，每个月收入

1500元；孙艳春到兴家花卉苗圃中心

做厨工，家务、工作都不耽误，每个月还

能挣2000元；自家土地流转4.4亩，年

收入6600元，年底还分红1300元。丈

夫没有了牵挂，在外打工有了稳定的收

入，再加上其他政策性补贴，孙艳春家

一年到头能挣10万元左右，脱贫没有

了问题。

孙艳春一家的脱贫得益于川汇区产

业助脱贫。该区利用近郊优势，开展土

地流转，发展都市生态农业，吸引农民入

股，先后建成了兴家苗圃、春生园林、地

葡园等10多个生态园，农民每年每亩土

地流转收入1500元，一般劳动力月务工

收入2000元左右，壮劳动力和懂技术的

人员可达3000元以上。

“农民变工人、分散变集中、低效变

高效、农田变农场”，这样的转变正在川

汇区整个农村悄悄进行着，这场生态农

业、林业的变革深刻影响着近郊农民的

生活生产方式，成为川汇区脱贫工作的

一大助力。

国开行河南省分行规划实施“卢氏模式”

大手绣出“扶贫花”

内黄县前神标村
产业扶贫注入活力

伊川县老庄村村民盛赞第一书记何月明

“大事小事他都管，真心实意为了俺”

“宋老板真是‘及时雨’，给我送来

的1800元派上大用场了，家里的4亩6

分地，请收割机收麦，买化肥种辣椒种

玉米没花自己一分钱。”6月13日中午，

在临颍县瓦店镇刘吴庄村，52岁的贫困

户王保付说起今年的夏收夏种，感叹不

已。

王保付提及的宋老板名叫宋永恒，是

瓦店镇人，也是当地恒信机械设备有限公

司的总经理。2017年11月23日，瓦店镇

党委、镇政府在全镇范围内开展“一企联

一村”活动，着手探索实践社会扶贫。宋

永恒的企业是镇里结对帮扶的23家企业

中的一家，与刘吴庄村结对帮扶，签订了

帮扶协议。2018年5月底，他按照协议里

“为村里贫困户每人每月补助100元”的

承诺，为王保付一家三口送来半年的兜底

保障补贴。

实际上，瓦店镇精挑细选的23家企

业，展开的社会扶贫已惠及全镇23个行

政村的197户贫困户的538人。为实现

精细化帮扶，瓦店镇号召企业激发贫困户

的“内生动力”，变“输血”为“造血”，从根

本上解决问题。

也正是基于此，宋永恒专门和刘吴庄

村“两委”班子协商，准备把村里的老校舍

和老村室利用起来办企业，让村里的6户

贫困户在家门口实现就业，进而发展集体

经济。

记者了解到，漯河市脱贫攻坚领导小

组办公室于今年6月7日印发了《社会扶

贫爱心结对帮扶行动实施方案》，明确提

出工商企业结对帮扶，参与“百企帮百村”

精准扶贫行动。瓦店镇先行一步，与市里

的社会帮扶政策同频共振。

而恒信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只是23家

企业开展精准社会帮扶的一个缩影。在

探索实践“一企联一村”之前，瓦店镇对每

一家企业进行了充分的调研，对贫困户进

行了全面的走访，并根据帮扶村和贫困户

实际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帮扶措施：开展智

力帮扶，结合企业特点，在村里举办技能

培训班，提高贫困户就业能力，各村已培

训35场次，培训210人；开展就业帮扶，

依据自愿原则，企业对帮扶村有劳动能力

的贫困人口提供就业岗位，已为贫困户解

决73个岗位；开展教育帮扶，贫困户适龄

子女考上高中或高等院校的，企业予以资

助，目前捐资助学23600元；开展兜底帮

扶，针对无劳动能力的贫困户，每人每月

补贴100元。

“‘一企联一村’帮扶活动的开展，为

镇里的脱贫攻坚注入了新的力量，既增强

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又提高了贫困户的

获得感，也提升了贫困户脱贫的信心和决

心。”瓦店镇党委书记赵晓红表示，将进一

步完善帮扶措施，为打好脱贫攻坚战夯实

基础。

临颍县瓦店镇

“一企联一村”推动社会扶贫
□本报记者仵树大通讯员郑学兵韩静

听说卢氏县有一位贫困户三次谢绝

扶贫优惠政策，坚持自力更生、苦干实干

脱贫致富。近日，记者来到瓦窑沟乡里

曼坪村，见到了这位贫困户闫金秀。

闫金秀今年63岁，皮肤黝黑，给人的

印象是老成持重。记者向他提出了心中

的疑问，他说：“国家就像一个大家庭，都

想着占便宜，不踏踏实实干，那咋中呢!”

闫金秀父母早逝，家中兄弟二人，他

是老大，原来一直住在大山上，直到30

多岁才结婚成家。

闫金秀命运多舛：2001年一场大火

烧毁了他辛辛苦苦建成的三间房屋，2007

年卢氏“7·30”特大洪灾又将修复后的房

屋冲毁。2007年年底，他家得到了9000

元的资金补助，自建了三间砖混平房。

2015年年底闫金秀家被评定为贫

困户。2016年6月，当驻村扶贫工作队

告知他家符合易地搬迁扶贫安置政策，

可以免费分配一套价值一二十万元的新

房时，他却说：“我2007年已经享受了国

家倒房重建补助，这次还是把机会让给

比我更困难的贫困户吧。”去年4月，根

据他家产业发展情况，他可享受4000元

的产业发展基金，但他再次谢绝了。去

年8月，乡金融服务站和卢氏农商行瓦

窑沟支行计划为他家办理5万元的3年

财政贴息扶贫贷款，他又一次表示不要

扶持，并决心在2018年年底实现脱贫。

闫金秀告诉记者，自从享受国家倒

房重建政策补助9000元后，他对党特别

感恩，决心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过上幸福

的生活。他和妻子起早贪黑，除了精心

管理6000袋香菇外，还在承包的荒山

上、责任田里种满了漆树苗木。

“今年春上栽的6000袋香菇已移入

菇棚，生漆采割刚开始，预计能收入3万

多元，到秋季农闲时就整修房屋。明年

计划发展袋料香菇8000袋以上，净收入

要突破4万元!”闫金秀对未来的生活充

满希望。

卢氏县贫困户闫金秀

三次谢绝享受扶贫政策
□本报记者刘景华

通讯员高长军张海军

周口市川汇区

产业扶贫硕果丰
农民摇身变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