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金少庚
左力丰兴汉）9月21日，唐河县郭滩镇银

杏苑养殖专业扶贫车间里，10余名在这

里打工的贫困群众正忙着手头的活，“烧

鸡哥”李海举在旁边指导着。

“我的扶贫车间里聘用了十几个贫困

户，他们每月工资都在2000元以上。”李

海举说，他还利用小额贷款项目吸纳25

户贫困户入股，3年内每户每年能分红

5000元，还与5户贫困户签订种苗代养

协议，每户年收入1.2万元以上。

近年来，唐河县因地制宜，以特色产

业为核心，以龙头企业为载体，坚持把产

业扶贫作为脱贫之基、富民之本、致富之

源，在产业、市场、政府、贫困人口之间，织

就了一张产业脱贫网。

唐河依托2751个农民专业合作社、

1129个家庭农场和653个规模化养殖

场，采取流转土地、吸纳务工、资金入股、

技术培训、扶持创业等模式，让设施农业、

畜牧、食用菌、林果、红薯、中药材等特色

产业风生水起。全县先后建成100个农

业特色产业扶贫基地和48个扶贫车间，

实现了村有产业、户有项目、人有技能的

目标。

唐河推出两项创新型扶贫举措，实现

分红全覆盖，用真金白银激发贫困户脱贫

动力。一是在全省首创粮仓扶贫新模式，

利用贫困户小额贴息贷款，建成56座总

库容50万吨的扶贫粮仓。2017年，从粮

食保管收益中拿出1357万元，为贫困户

分红400~3000元；2018年计划为贫困

户每户分红500~3300元，2019年再递

增10%，连续分红十年。同时，贫困村和

脱贫村集体收入，每年有了 3 万元分

红。二是创新农机产业园扶贫项目。在

县产业集聚区农机产业园成立县众享农

机合作社，贫困户以小额扶贫贷款入股，

投资建设标准化厂房，租赁收益对贫困

户分红。从9月份开始，对贷款入股贫

困户每户分红3000元，并逐年递增，连

续分红5年；对未贷款贫困户按人均400

元的标准，将资金发放给村集体，用于支

付未贷款入股贫困群众公益性岗位的劳

动报酬。同时，通过转移就业、公益性岗

位、扶贫基金、技术扶贫、农机购置补贴、

产业延伸等措施多管齐下，放大产业扶

贫效应。

本报讯 （记者田明）9月19日，省

教育厅下发通知，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

门出台招生文件时要公布随迁子女入学

条件、要求、时间安排和有关手续办理流

程，任何公办学校不得拒绝接收随迁子

女，任何公办、民办学校都不得收取有别

于本地户籍学生的任何费用，要将随迁

子女与当地学生统一管理、统一编班、统

一教学、统一安排，坚持随迁子女与当地

学生一视同仁。

据悉，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由

其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持居民户口簿

和暂住（居住）证、就业证明以及原籍所

在地乡镇中心学校出具的外出就读证明

等材料，向流入地教育行政部门提出就

读申请。符合入学条件的，按照相对就

近入学的原则，以公办学校为主，“两免

一补”资金和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资

金随学生流动，保障随迁子女在输入地

平等享受基本公共教育服务的权利。

9月19日，濮阳县徐镇镇刘八劝村一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办的扶贫就业点的工人在忙着将海参酱装箱。徐镇镇积极引导外出务

工人员返乡创业，帮贫困户就业增收。本报记者段宝生通讯员赵少辉李德波摄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乔新
强）“我公司已和上海、深圳的经销商

达成供货协议，目前正在开挖能够储

存鲜姜90万斤的大型地窖，以便能够

全年向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提供新

鲜的张良姜。”9月21日，鲁山县张良

镇一公司张良姜种植基地负责人肖金

聚说。

在张良镇小周楼村西地的该公司

种植基地，200余亩经受住了夏日阳光

暴晒后的张良姜苗生机勃勃，1米多长

的簇状秆茎颜色已变深绿，原先100余

亩在遮阳网下呵护的张良姜长势更旺，

300亩张良姜丰收在即，预计可收获鲜

姜150万斤左右。

由于张良姜像红薯一样，在温度

低于零摄氏度时会冻坏腐烂，因此需

要建地窖保温。去年该公司已建成能

够存储30万斤鲜姜的地窖，加上日前

开挖的存量90万斤地窖，总共可储存

鲜姜120万斤，确保向客户提供优质的

张良姜鲜品。

张良姜是历代皇室贡品，它丝多色

黄，味道辛辣，久煮不烂，药食两用，是驰

名全国的名特优农产品。前些年，由于

没有进入一线大城市，只能在本地区销

售，所以价格不理想，种植面积一度下滑

到不足200亩。

2017年6月，张良姜获得了国家生

态原产地保护认定，今年2月获得中国

绿色食品认证，今年5月又参加了在上

海市举办的中国名优农产品博览会，知

名度大增，成功打入了上海市场和深圳

市场，前景看好。据不完全统计，今年，

张良姜在张良镇及周边地区种植规模

已达800多亩，创20多年来的新高。

同样的水质，同样的生态环境，同样

的一方土地，农民种植的普通水稻产岀

的大米市场售价4.4～5元/公斤，而按照

绿色食品理念、规程种植水稻产出的大

米，每公斤市场售价33.8元，这就是农

业品牌的力量。

9月21日，在平顶山市湛河区曹镇

乡大黄庄村丰裕农业种植有限公司，在

一眼望不到边的千亩稻田中，一群群白

鹭时而在空中飞翔，时而落进稻田中或

荷塘中觅食，一帮务工人员在稻田里拔

草。

这里地处白龟山水库南岸，被称为

平顶山市的鱼米之乡。

“白龟山水库水源来自鲁山县西部

深山区，矿物质丰富，沿途无污染，属一

类水质，是平顶山市的饮用水源。曹镇

乡境内没有工业，生态环境良好。好的

水质和好的生态环境，产出了优质稻

米。”曹镇乡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姜新民

说。

“亲戚们都说曹镇米好吃，但因为稻

谷种植成本高、管理烦琐，每年只种一亩

多，够自己吃就行。”该乡大陈庄村66岁

的苗英说。

这是曹镇米的尴尬：认知度不高，全

乡水稻种植面积已萎缩到1.3万余亩。

“我是土生土长的曹镇人，曹镇米没

有品牌，好米卖不上好价钱，总觉得心

酸，也不服气，想创出曹镇米自己的品

牌。”丰裕公司董事长刘红献说。

今年49岁的刘红献当兵出身，早在

20年前，他就到平顶山市创业，目前拥

有自己的房地产公司、酒店等。

2012年8月，在乡政府支持下，刘

红献流转大黄庄村附近的1000余亩土

地，成立了丰裕农业种植有限公司，注册

了“曹镇大米”商标，投资数千万元，建成

了千亩优质水稻种植基地和127亩莲

蟹、莲虾共养基地。

几年来，丰裕农业从选种、育秧、插

秧、施肥到田间管理、稻米加工，严格按

照绿色食品规范做。田间安装了空气湿

度、水分监控设备，人工除草，病害防治

施用高效无残留农药，施肥用有机生物

肥，灭虫用生物灭虫灯，稻米加工车间透

明化。利用二维码技术，建成了用户可

随时扫描的从种到收、到产品加工的全

过程可追溯系统。

“曹镇大米”投放市场后，尽管售价

不菲，仍供不应求。2015年，“曹镇大

米”经过严格检测，出口意大利8吨多。

2016年，16吨“曹镇大米”进入香港市

场。

丰裕农业是省农业标准化生产示范

基地、省级农业标准化水稻种植示范区、

省绿色食品示范基地。“我们准备采取公

司＋农户的运作模式，扩大曹镇大米种

植面积，打响曹镇大米品牌，提高地标性

农产品的附加值，带动土地增效、农民增

收。”刘红献说。

本报讯（通讯员崔兴辉 郭永锋 记

者马丙宇）近几年，延津县大力实施人才

“回归工程”，助推精准扶贫，把鼓励、支

持返乡创业作为助推脱贫攻坚的有力抓

手和有效途径，带动贫困户实现家门口

就业，逐步形成了回归创业人士引领发

展、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的良好态势。

该县魏邱乡宋自村村民宋崇立原来

在广东打工。在延津县创业优惠政策的

感召下，他决定回乡创业。2017年2月，

宋崇立的新乡市秋景蓝花艺有限公司正

式成立。公司实行“公司+基地+农户”的

产业模式，农户可以在公司打工，也可以

把材料领回家进行加工，方式灵活，辐射

区域广，最大程度地带动了就业，使周边

村庄的闲散劳动力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

“头雁”领航，有效激活农村发展的一

池“春水”。石婆固镇南秦庄村的秦太国也

毅然选择了回乡创业。结合家乡的种植优

势，他成立了延津县国泰农业种植专业合

作社，发展高效、优质的绿色瓜果种植并获

得了良好的收益。秦太国还积极响应国家

扶贫政策，在县委农办、县农林畜牧局、省

农科院的大力支持下，对16户有条件的贫

困户免费提供技术指导和销售服务，吸收

他们加入合作社，他还吸纳贫困户7人到合

作社务工，直接带动20多户贫困户受益。

如今，延津在外人才回乡后，紧紧围

绕特色种植养殖、特色加工、乡村旅游、

农村电商等产业发展，放大了人才效应，

盘活了乡村资源，找准了人才优势与精

准扶贫的结合点，组成了一支延津县扶

贫队伍生力军。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陈海棠
唐运华）今年以来，鹿邑县任集乡依托本

地特色蔬菜种植优势，紧紧围绕产业到村

到户达标全覆盖，按照市场化运作方式，

逐步扩大蔬菜产业规模，重点抓好以美国

西芹为主的蔬菜生产，蔬菜产业助推脱贫

攻坚取得新成效。

按照产业扶贫政策，由乡政府组织返

租承包武店、北代两村土地2000亩，建立

高效开发示范园区，凡在示范园区种植西

芹1亩以上的农户，政府为菜农协调银行

贷款每亩2000元，用于建塑料大棚。同

时，该乡蔬菜协会购进美国西芹良种，赊销

给贫困户。聘请河南农大教授常年举办技

术培训班，解决贫困户的技术难题。

在此基础上，任集乡成立各类种植专

业合作社近百家，流转土地近2万亩，形

成以冷庄为中心，辐射带动周边15个行

政村的蔬菜扶贫产业园。拥有蔬菜大棚

1200座，带动贫困户增收5000余人。

村有产业 户有项目 人有技能

唐河织就产业脱贫网

延津县“回归工程”激活农村发展一池春水

鹿邑县任集乡

蔬菜成脱贫产业新支柱

省教育厅要求

随迁子女与迁入地学生同等待遇

鲁山县张良镇 古代贡品张良姜焕发生机

平顶山市湛河区“曹镇大米”展现品牌力量
□本报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徐光亚张旭长

9 月 21 日,灵宝

市永辉果业冷库大厅

工作人员在把苹果装

箱。永辉果业是灵宝

苹果销售龙头企业，

带动 100 余户果农

增收。近年来，水果

种植业成为灵宝市农

民增收的支柱产业。

段景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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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新条例是对党员纪律要

求的总规范、总规矩。作为一名基层党

员干部，我要以新条例为戒尺，更加严

格地规范自己的行为，做到‘心中有纪

律，胸中有敬畏，脑中有群众，肩上敢

担当’，把社区居民的生活困难解决

好、把社区居民的思想诉求化解好，把

党交给的各项任务落实好。”日前，临

颍县城关镇纪委副书记赵军涛谈了自

己的学习感受。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出台

后，临颍县纪委把对新条例的学习贯彻

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引导全县党员

干部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将学习贯彻条

例不断引向深入。要求领导干部带头

学，将新条例学习纳入县委和全县各级

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年度学习计划，要

求纪检监察干部重点学，要求党员干部

全体学，强化对学习和遵规守纪情况的

监督，确保学习效果。(宋韶旭郭红凯)

临颍县

突出“三学”贯彻落实党纪处分条例

培育农业品牌 发展品牌农业

蒋庄乡是黄河滩区贫困乡、农业

乡，全乡有贫困村12个、贫困人口村29

个，有精准识别贫困户535户1941人。

今年，蒋庄乡从加大基础设施力度入手，

开展贫困户“1+2+N”精准帮扶等扶贫

工作，马力全开决战贫困，目前该乡的贫

困发生率已下降到1.5%以下。

为了切实提高全乡基础设施水平，

蒋庄乡加大力度建设党员活动室、文化

室、卫生室、文体广场、道路交通等，并持

续加大贫困村帮扶力度，王庄、东王屋等

村率先完成贫困村退出任务。加快产业

发展，建设光伏发电项目、蔬菜连栋大棚

等项目，提升“百企万户”产业基地带贫

能力等。同时，加大“志智双扶”力度，提

升贫困户发展内生动力，改变贫困户的

精神风貌。

目前，蒋庄乡进一步加大力度发展

集体产业项目，投资597.87万元，用于

建设4个标准化厂房和1个蔬菜大棚种

植项目，建设地点为该乡的贾屋村、孟庄

村、西王屋村、乔连山村以及蒋庄村。目

前5个产业基地均与完工，除孟庄村产

业基地正在招商外，其他都已租赁出去

并产生效益，5个集体产业基地预计带

贫180户，每户分得500元。此外，投资

468万元的乔连山村连栋蔬菜大棚项

目，也已于七月底完工进入招商阶段，租

金预计年收益30万元左右，可带动100

户贫困户脱贫致富。

本报讯“俺前两天，上新乡学了小

儿推拿，还专门去新乡学绒花的学校看

了看，等孩子大点儿，俺就出去找个正式

工作！”9月19日，记者在封丘县黄德镇

蒋东村见到了杨春艳，她开心地说出了

她以后的规划。

在杨春艳眼里，国家还没开展扶贫

前，她家真的没有过过几天好日子。先是

婆婆患上癌症花光了家里的积蓄不说，还

欠下了一大笔债；紧接着，杨春艳流产，公

公患上了老年痴呆，丈夫出去打工又遇到

了克扣工资的老板……这给了这个本就

脆弱的家庭，一次又一次沉重的打击。

说起怎么当入上的贫困户，杨春艳

记得非常清楚：“那天，在街上碰上了村

大队干部，说国家扶贫政策下来了，让俺

写个申请试试。于是俺就试着写交了一

篇，没想到很那么顺利的就选上了。自

打那以后，俺家的日子，就好过多了啦！”

当上贫困户后，杨春艳一家在政策

的帮扶下加入了黄河古道蒋西食用菌种

植有限公司，每年都能拿到分红；为了杨

春艳的儿子不至于因为穷而失学，扶贫

工作队按政策为他申请了教育扶持政策

补助，还给他准备了各种营养品；因为之

前被拖欠工资，杨春艳的丈夫有些不敢

再外出打工了，扶贫工作队了解到这一

情况后，主动找到他们，为杨春艳的丈夫

介绍了一份收入有保障的工作。

去年的11月份，杨春艳的公公无意

识地把火掉到了被子上，被子、褥子都烧

光了，但家里再没有了多余的被子。抱

着试一试的心态，杨春艳打通了帮扶持

她家的镇领导的电话。“真想不到啊，挂

了电话不到一小时，这被褥就给俺家送

来了，当时俺激动地都说不出来话了。”

杨春艳的话语间满是感恩。

现在，杨春艳一个人在家，照顾两个

年幼的孩子和生病的公公，又种了两亩

半核桃树。为了增加收入，杨春艳又在

核桃树下套种了小麦，小麦成熟后，再种

上花生、朝天椒等经济作物。料理家务

和农活的同时，杨春艳还一直坚持参加

着扶贫工作队组建的各项技能培训。

“困难我会克服的，党给了这么多优

惠政策，帮助了俺家这么多，俺们没有啥

理由遇到困难就退缩。”这是杨春艳最常

对别人说的一句话，“现在，镇里正在开

展‘十星评定，志智双扶’活动。俺家得

了七颗星，另外三颗星没有得到，心里很

难受，下次俺家一定要当上十星的脱贫

户！”（耿金峰）

原阳县蒋庄乡

开足马力加快扶贫步伐

□本报记者马丙宇通讯员卞瑞峰马啸

封丘县黄德镇蒋东村脱贫户杨春艳：

“一定要当上十星级脱贫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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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曹相飞 通讯员王中献
刘浩博）9月24日，2018“驰诚杯”中国全

地形车锦标赛（邓州站）正式开赛。本届

赛事为期三天，来自北京、上海、山东、浙

江等省市的26个国内知名车队齐聚邓

州，奋力角逐赛事冠军。

近年来，邓州市已连续举办了四届中

国全地形车锦标赛，吸引了国内外300多

家汽车企业的投资关注，为该市汽车产业

招商引资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

宣传和驱动平台，带动服务业等相关产业

的快速发展。

2018中国全地形车
锦标赛（邓州站）开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