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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山县张良镇赵秋月

带领“留守姐妹”家门口就业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乔新
强)“我在赵姐这个厂里干活，每月能拿

3000多元工资呢。下班后骑电动车10

分钟就到家了，晚上还能陪孩子在家里

写写作业，感觉也挺不错的。”11月20

日，今年30多岁的鲁山县张良镇营东村

留守妇女赵小利说。

目前在张良镇，一些中青年女性

由于照顾小孩上学而需要“留守”在

家，她们心灵手巧，但缺少“用武之

地”，不少人把孩子们送到学校后，有

大量空闲时间。

赵小利口中所说的赵姐，说的是张

良镇张北村“女强人”赵秋月。赵秋月

今年50来岁，以前开服装卖场去义乌进

货时，认识了一位经销内衣的朋友，想

到家乡许多“留守姐妹”在家没事干干

着急，就产生了在当地办加工厂制作内

衣，帮助她们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的

想法。

2014年，赵秋月在张良镇开设了

一家专门制作男士内裤的厂，当年招收

了五六名“留守姐妹”务工。由于制作

出的产品质量过硬，送到义乌后很快成

为外销产品，远销俄罗斯、瑞士、韩国等

国。几年来，随着订单的不断增加，内

衣厂规模也不断扩大，如今已带动30多

名“留守姐妹”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本报讯（记者刘景华 通讯员杨振
宇 肖伟）“2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山

野地，除了放牛放羊的村民，几乎没有

什么人来。”11月20日，三门峡市陕州

区二仙坡绿色果业有限公司的果园内，

正在采摘苹果的李增寿说，现在二仙坡

已成为三门峡市乡村旅游精品线路的

重要节点。

该公司先后五次流转周边村庄荒

地、林地3万余亩，对荒山荒坡进行综

合治理，修建梯田，田边围埝，种植果

树。同时，该公司还大力应用和推广

先进科技，发展脱毒苗木组培技术，提

升了果业科技含量，打造了二仙坡品

牌。

2017年，该公司利用果品基地丰富

的草资源，试养肉鹅5万只,发展林下养

殖，形成完整产业链，双向节省劳动

力。当年出栏，取得了应有的经济效

益。今年建设鹅舍11座11000平方米，

所养殖的10万只肉鹅目前长势良好，实

现“种、养、销”产业一条龙。

近年来，该公司积极探索出“党建+

扶贫”模式，努力打造党建工作的特色

和品牌，先后与三门峡市105家合作社

合作，常年对周边农户开展技术培训和

技术指导，推广复制“二仙坡”模式，目

前已带动三门峡地区2万户果农。同

时，公司还投入培训资金500余万元，免

费培训河南、山西、陕西等10多个省区

果农10万人次，带动了全国160万亩果

园提质增效。

三门峡市陕州区

荒山荒坡成“金山银山”

作为河北省第一批工业旅游示范试

点的企业，君乐宝乳业集团精心打造了包

括酸奶工厂、奶粉工厂、优致牧场等在内

的国家4A级工业旅游景区，并向社会免

费开放参观。近日，记者随同“冀农嘉年

华全国三农部分媒体暨京津冀重点媒体

河北行”的18家媒体记者来到了君乐宝

乳业集团。

在导游的带领下，隔着透明的玻璃

窗，不仅能看到智能化车间内的先进设

备，还可近距离见证每一种产品的诞

生，开放参观让大家看得放心、看得明

白。

为了生产出世界级品质的好奶粉，君

乐宝首创了两个模式：一是率先推出全产

业链生产模式。即牧草种植、奶牛养殖、

生产加工全产业链一体化生产经营模式，

确保产品的安全放心;二是首创“四个世

界级”模式，即用世界级先进的牧场、世界

级领先的工厂、世界级一流的供应商和世

界级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确保产品的高品

质。2015年，君乐宝凭借严格的品质管

理，在全球奶粉界第一个拿下食品安全全

球标准BRC的A+顶级认证，展示了国产

奶粉的品质实力。

在酸奶文化馆，有关酸奶的传说故

事、历史典故、健康知识等让媒体朋友们

津津乐道。

君乐宝酸奶工厂拥有从美国、丹麦、

西班牙、瑞典等国家引进的国际一流生产

设备，实现了管道化、自动化、密闭化、标

准化，保证了酸奶的优质安全。自主研发

的“酪爵庄园”欧式酸奶酪与纯享酸奶、开

啡尔常温酸奶等产品，均在有食饮界“奥

斯卡”之称的SIAL China国际食品与饮

料展览会上被授予“最佳特别奖”等殊荣；

研发的舒适成长系列婴幼儿配方奶粉在

爱尔兰举行的2016年世界食品科技大会

上成功摘取“全球食品工业创新大奖”。

君乐宝乳业凭借在产品研发和行业创新

方面的突出表现，获得PDMA(产品研发

及管理协会)颁发的“2016年卓越创新企

业特别奖”，这是近三十年来首次有中国

公司获得这一殊荣。

要生产高品质乳制品，就要有安全放

心的优质奶源。为此，君乐宝乳业集团精

心打造了集牧业观光与奶牛科普馆于一

体的大型现代化旅游观光牧场——优致

牧场。

优致牧场在设计上以国际一流现代

化牧场为蓝本，在牧场建设、奶牛养殖、

奶牛品种选择等方面均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所产原奶的品质达到世界一流水

平，优于欧盟标准的奶源。通过采用开

放式的运行模式，从饲喂、挤奶到生产

的全方位展示，优致牧场使大众能够有

机会近距离接触现代化养殖，同时，对

君乐宝严格的品质管控产生更直接的

感受。

从牧草种植到奶牛饲养，从液态奶加

工到成品，全产业链开放式的透明公开，

不仅展示了君乐宝的实力，也让消费者亲

眼见证了君乐宝打造世界级乳品制造工

厂的决心和举措。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蔡流
锦）11月19日，记者来到宜阳县张坞镇

留召村，一排排绿色板房特别显眼，这里

就是村里脱贫产业的“顶梁柱”——肉鸽

养殖产业基地。

“这活儿忙完，正好赶上回家做饭”

正在鸽棚里清理鸽粪的贫困户刘春华

说。刘春华已经在基地上班四个多月

了，上班地方就在家门口，一个月能挣

1500多元，加上分红一年收入能有2万

多元。

肉鸽养殖产业基地依托洛阳众荣鸽

业有限公司，采用“公司+合作社+贫困

户”的运作模式，带动贫困户发展家庭式

小型养殖场，带动当地贫困户和群众脱

贫致富。

该村成立肉鸽养殖专业合作社，贫

困户以到户补贴资金或小额贴息贷款，

等价兑换乳鸽，以此入股众荣鸽业有限

公司，采用托管代养的方式，由公司统一

养殖、防疫、销售，托管期内养殖风险由

公司承担，年终结算时按利润对贫困户

进行分红。贫困户还可以在基地免费学

习肉鸽养殖技术，领取幼鸽在家养殖，公

司提供技术指导和统一销售，帮他们解

决后顾之忧。

肉鸽养殖前景好，市场需求量大。

目前,基地投入使用的有10个鸽棚，包

括育种棚、繁育棚、人工孵化房等，明年

5月鸽棚规模将达到25个，有望成为全

省最大的肉鸽养殖基地，带动更多贫困

户参与肉鸽养殖，让山沟沟里真正飞出

“致富鸟”。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 通讯员杜家
利 赵含香 赵华）“在家门口就有戏

听、有书读、有电影看，俺这贫困村老

百姓的业余生活越来越丰富了。”11月

18日，获嘉县中和镇副镇长郎勇说。

扶贫先扶志，致富先治心。获嘉

县通过基层送戏下乡、宣讲团入村巡

演等方式，开展“党的创新理论万场宣

讲进基层”活动，从激发贫困户内生动

力、倡导文明新风、传承优秀文化等方

面着手，用“精神扶贫”引领精准扶贫，

实现物质富有和精神富足联动推进。

据了解，该县已完成5个乡13个

村的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

为全县201个行政村、15个社区的基

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配备了音响、棋

牌桌椅、广播器材等，为贫困群众增

添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使他们增强

脱贫信心。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高运洪
冯登辉）确山县三里河街道有个“鸽王”，

每年养殖鸽子2万多只，还带动两户贫

困户增收脱贫。11月19日，记者在三

里河街道中店社区赵庄村鸽子养殖扶贫

基地看到，“鸽王”陈磊正在有条不紊地

打扫鸽笼、喂食。

1981年出生的陈磊，高中毕业后

辗转于南方打工，因其父患了结肠癌返

回家乡，为给父亲治病花光了家中所有

积蓄，还欠下不少外债，成了村里的贫

困户。

2013年陈磊到平顶山学习养鸽技

术，在看准市场行情后，在自家地里建起

了鸽棚，创办自己的养鸽场。经过3个

多月的辛勤努力，他培育的种鸽终于破

壳出世。通过精心喂养，20多天后，第

一批鸽子获利8000多元，陈磊掘得了他

人生的第一桶金。

如今，陈磊年销售商品鸽子2万多

只，最贵的信鸽每只卖到2000元。

随着鸽子养殖规模不断壮大，致富

不忘乡亲的陈磊主动带动中店社区的

村民张想、张文波两户贫困户养鸽子，

手把手地教他们养鸽技术。这两户贫

困户每年户均销售成品鸽子 3000多

只，每只鸽子利润按5元计算，每户净

赚1.5万元。

将来陈磊希望将养殖规模扩大，建

立“网络+基地+农户”的销售模式，把自

己的养鸽技术传授给更多的贫困户，甚

至辐射到确山县所有乡镇贫困户，让更

多的群众通过养鸽走上致富路。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范燕
彬 史晓强）“一出门就是平展的柏油马

路，路边还建起了小游园、公交站，村里

的房子也都披上了彩妆，咱们农村环境

越来越美。”11月19日，郇封镇小文案村

党支部书记许战永说。

前不久，修武县在焦作市“四好农村

路”建设第一轮观摩评比中拔得头筹。

该县“五彩农村路”建设独具匠心，“两沟

三线”经验在全市推广，一条条农村路盘

活了该县沉寂多年的旅游资源，打通了

乡村振兴的快车道。

该县将美学理念融入“四好农村路”

规划建设，投资200万元聘请3个设计

团队进行高标一流的整体规划，将党建

美学、乡镇美学与城乡布局规划有效衔

接，“五彩农村路”成为修武县乡村的一

道亮丽风景线。

该县积极探索“四好农村路+产业+

旅游+扶贫”等模式，建设好山区旅游扶

贫环线、平原产业发展环线，带动15个

贫困村、10个美丽乡村、6个党建示范村

的发展，真正把“四好农村路”建设成为

产业转型路、惠民致富路和绿色发展路。

本报讯（记者杨青 通讯员张蓓 张
桥）“在济源农商行的帮扶下，我们家获

得了5万元扶贫信用贷款，有资金、有

项目，往后日子会越来越好。”11月19

日，济源市邵原镇神沟村贫困户秦刘社

说。有了济源农商银行的资金扶持，秦

刘社拿到了致富的贷款，购买了小牛犊

和饲料。在他的精心喂养下，一头头牛

变成了致富的“金元宝”，让秦刘社彻底

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

济源农商银行把助力精准扶贫作

为服务乡村振兴、践行企业使命的有力

抓手，积极落实扶贫政策，不断提升农

村金融服务质效，为当地脱贫攻坚注入

了金融动力。截至今年10月底，该行

累计发放扶贫贷款9423万元，其中发

放产业扶贫贷款7890万元，发放户贷

户用扶贫小额贷款1533万元，带动了

6108人脱贫。

据了解，济源农商银行根据市政府

提供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名册，详细了

解贫困户家庭人口、经济收入等情况，

分析致贫原因，摸清帮扶需求，走访了

2116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做到了贫困

村户全覆盖。

11月8日，游客在汝南县常兴镇韩寨村冯战国生态梨园里采摘雪梨。目前，该园种植

的雪梨已经成熟，每天都吸引了许多游客前来采摘。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杨明华 摄

本报讯（记者 段宝生 通讯员 韩海
涛 闫红娟）11月19日，记者从南乐县

委组织部获悉，该县采取多点持续发力

的办法和措施，为乡村振兴战略在南乐

的落地生根，积极揽收人才，念活了“人

才兴乐经”。

招揽紧缺人才，对标需求“补短

板”。针对当前基层一线和贫困地区人

才紧缺的“短板”，在人才引进中注重向

基层一线和贫困地区倾斜，2018年公开

引进高学历人才123人。

盘活现有人才，专家下沉“强技

能”。充分挖掘专家人才在产业扶贫、

技术扶贫方面的优势，抽调167名专家

人才组建农业科技、医疗卫生、就业创

业等专家服务团，组织选派10名县级科

技特派员，与省、市专家共同组建科技

特派员服务队，定期深入到脱贫攻坚一

线，为贫困户提供技术指导、就业信息、

医疗救助等服务。

招揽在外人才，优化环境“搭平

台”。大力实施“人才兴县”战略，先后

举办高规格人才引进新闻发布会、南乐

籍在外人才春节返乡见面会等活动，优

化人才发展环境，搭建招才引智平台，

吸引在外人才返乡。

□本报记者 李东辉 实习生 李亚航

济源农商银行

下足功夫精准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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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嘉县

“文化扶贫”扮靓
百姓生活

宜阳县留召村 山村里飞出“致富鸟”

确山县陈磊 养鸽带富贫困户

君乐宝 全力打造乳品安全样板

全国全国““三农三农””媒体河北行媒体河北行

修武县

“五彩农村路”盘活旅游资源

南乐县

招揽人才助推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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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燕 通讯员刘关心
张远铭）“之前因为要照顾老人和孩子

不能外出打工，没有收入来源家里生活

困难。现在，在扶贫车间打工既不耽误

照顾老人和孩子，也不耽误挣钱。”11月

18日,正在柘城县邵元乡司楼村“扶贫

车间”内忙碌的贫困户王丽苹说。

王丽苹是司楼村建档立卡的贫困户，

因为在家照顾老人、孩子，无法外出打

工。村里建的扶贫车间，让她在家门口找

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像王丽苹一样进入

扶贫车间工作的留守妇女有30多人。

司楼村党支部书记王可友介绍说，

该村总人口3100人，留守妇女和留守

老人占全村总人口的70%。如何让这

些留守劳动力灵活就业是司楼村党支

部急需解决的难题。得知政府实施的

精准扶贫“九项工程”中有扶贫车间项

目，王可友立即提出申请，司楼村被柘

城县批准为首批开工建设的扶贫车

间。司楼村扶贫车间于2017年4月开

工建设，仅一个月时间，600平方米的标

准化厂房就顺利完工。

选准入驻企业是让贫困户能真正

在扶贫车间实现脱贫的关键一环。司

楼村党支部在“引进来、留得住、易创

业、能致富”上下功夫。“咱招就招落地

快，能给群众切切实实带来实惠的企

业。通过详细考察，最终我们选定了一

家制鞋企业。”王可友说。

入驻车间的企业是豫建鞋业，主要

加工鞋面，对年龄要求不严，适合贫困

户就业，豫建鞋业解决该村20多家贫困

户的就业问题。“建设扶贫车间时，各级

政府给予我们很大支持，我们提出的困

难都能及时帮我们解决。”豫建鞋业负

责人宋立振说。

司楼村扶贫车间不仅解决了本村

贫困户就业问题，还吸引周边乡镇的贫

困户、留守劳动力前来打工。“平常在家

里给人家帮小工、搬砖头、搬水泥都是

出力的活，现在有了扶贫车间，活轻松

钱也多，比之前强多了。”张桥镇李庄村

贫困户朱小香说。

据了解，柘城县目前建设扶贫车间

145个，实现了贫困村建设全覆盖。扶

贫车间，让很多贫困户在家门口实现了

就业，通过就业实现脱贫。

11月21日，濮阳县专项巡察组成员在庆祖镇郎寨村种植大棚内向农户了解扶贫政策落实、帮扶干部作风情况。近日，濮阳县通过入

户走访、检查台账、实地督查等方式，对全县12个乡镇144个贫困村开展扶贫领域专项巡察，为脱贫攻坚“把脉问诊”，确保守护好扶贫“奶

酪”。本报记者 段宝生 通讯员 赵少辉霍继宏 摄

柘城县

扶贫车间建村头 群众脱贫有盼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