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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王彦
杰 平党申）3月16日一大早，贫困户张

好霞便匆匆来到汝州市夏店镇政府大

院，开始打扫卫生，忙碌而幸福的一天

开始了。

今年48岁的张好霞是夏店镇荆润

新居的搬迁户。“俺是甄窑村东杨窑人，

老家四面环山，出门就是陡坡，天旱要

到几里外的马泉河拉水吃，过得真苦。

现在俺家在镇区分到了新房子，还找了

新工作，甭提有多美了。”张好霞说。

荆润新居是夏店镇易地扶贫搬迁

小区，2017年筹建，有13栋多层楼房，占

地40亩，总投资4200多万元。该小区

北距镇政府300米，东临镇卫生院，西边

500米是镇中心校和镇中心幼儿园，小区

出口是荆润驿道商业街。2018年，优越

的居住条件吸引夏店镇北部山区甄窑、

关帝庙等5个山区村166户823名贫困

群众搬出了祖祖辈辈居住的大山。

祖辈都是种田人，到镇区居住如何

生活？刚搬到新家的张好霞夫妇心中

有点忐忑不安。

“没过多长时间，镇里帮俺当家的

在荆润驿道商业街工地上找到了一份

工作，一天工资100多元；我在小区附近

租了两亩多地，一年打下的粮食吃不

完；甄窑老家望天的地里种植了3亩花

椒，政府不但提供树苗，还落实贫困户

林业奖补政策，每亩补助600元，连续补

助3年，每年又增收1800元。”说起搬到

新家后的日子，张好霞乐得合不拢嘴。

农闲之时，张好霞又在镇区保洁公

司找了一份工作，每月能挣1000多元，

够一家日常生活开支。对此，张好霞很

知足，逢人就说现在的好政策。

稳得住，有就业，逐步能致富，夏店

镇的口号和一系列后续扶持措施让搬

入新家的贫困户吃了定心丸。特色服

装加工项目落户搬迁小区，12户贫困户

有工资挣；弱劳动力岗位开发出来，16

个贫困人员领到了钱；金融扶贫和光伏

直补持续落实，每户年增收5400元，

“订单式”“定向式”技能培训让127人外

出务工，平煤神马集团夏店矿复产为小

区群众提供就业岗位200个。

“下一步的重点是把就业增收作为易

地扶贫搬迁的中心工作来抓，确保每户至

少有一人就业，让搬迁群众过上富裕幸福

的好日子。”夏店镇党委书记焦慧涛说。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孟庆
勇 李素恒）这两天，临颍县王岗镇沙坑

王村贫困户李文峰十分高兴，他家种植

的14亩高淀粉红薯终于找到了新买家，

几天时间，近3万公斤红薯卖了两万多

元！可就在半个月前，李文峰还因为红

薯卖不出去而愁眉不展。

“那时候红薯要是再敢放一段时

间，都该出芽儿了，一出芽儿谁还愿意

要？那几天叫我愁得不行，多亏了咱县

的益农信息社帮我把红薯卖出去了，从

内心来说我真是感谢他们！”李文峰所

说的益农信息社是农业农村部信息进

村入户工程，是临颍县农产品网上销售

平台之一。

疫情期间，针对多个带贫企业、种

植合作社存在蔬菜滞销难题，临颍县积

极开展“互联网+战疫情、促销售、助脱

贫”活动，充分利用益农信息社、农购网

两个农副产品网络销售平台，同时借助

“云上临颍”、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力量，

帮助困难群众销售扶贫产品。

“线上”精准对接，“线下”发力联

动。在疫情防控期间，窝城镇前胡村订

单种植的300多亩胡萝卜大量滞销，由

于胡萝卜一时无法运出去，买方取消了

订单，胡萝卜销售一下成了大问题。前

胡村驻村第一书记王林及时向县、乡扶

贫部门反映这一情况。县扶贫办、镇村

干部多方协调，通过组建小区微信群，

联系县里的农产品销售电商、政府信息

平台、大型居民小区和市场超市，探索

建立了“农产品+电商、小区微商、农业

扶贫信息平台、市场超市”的“1+4”销售

模式。“线下”多渠道的发力联动以及借

助媒体的宣传推介，目前，前胡村300亩

胡萝卜已全面打开了销路。

“谢谢你们的救助，我一定会把养

鸡场办好，今年一定要脱贫。”看着200

筐鸡蛋销售一空，城关街道办双庙村贫

困户王水成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由于近期鸡蛋销路少、价格低，贫困

养鸡户王水成积压了500多筐鸡蛋。城

关街道办了解情况后，决定采取“以购代

捐，以买代帮”的消费扶贫模式进行帮

扶。消息在街道办工作群一经发布，机关

干部马上踊跃认购，并发动亲朋好友购买

滞销的鸡蛋，为贫困养殖户排忧解难。

截至目前，临颍县已帮助带贫企业

和贫困户销售红薯、菠菜、胡萝卜等滞

销农产品62.8吨，有效解决了农产品滞

销问题。

本报讯（记者曹怡然 通讯员胡少
佳 李卫国）“你看，收尾的时候应该这么

编，然后用气枪打一下就固定住了。”3月

17日，在镇平县王岗乡藤编加工点，妇女

们三五一桌戴着口罩正在交流编制技艺。

“年前我参加了乡里组织的藤编短

训班，过年期间因为疫情原因一直在家

里加工，一个藤编板子2.5元，一天下来

能加工五六十个，一个月能增收3000

多元呢！”王岗乡砚台村贫困户徐玉兰

巧手如飞。

“今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

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要毫不松

懈地抓好脱贫攻坚工作，藤编产业是县

里今年主推的扶贫产业之一。”王岗乡

主抓产业的副书记王崇介绍，“藤编工

艺很简单，只要有劳动能力，培训合格

以后就可以在加工点就业，原材料、半

成品甚至可以带回家加工。”

据悉，藤编加工主要原材料市场供

应充足，加工流程技术含量低，产品市场

需求大，务工增收效果好。2020年，该

县藤编加工产业以广智工艺品有限公

司为龙头，在现有已经发展乡镇加工点

38个、直接用工近400人的基础上，进

一步扩大产能，增强带贫成效。通过持

续发展，计划到年底，发展加工点60个

左右，年完成10万套藤编产品，实现工

业产值两亿元，带动2000人以上就业，

形成全市重要的藤编生产加工基地。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乔新
强）3月18日，在鲁山县熊背乡茶庵村

东边的一处空地上，47岁的梁二国正在

侍弄他的宝贝蜜蜂。春暖花开，勤劳的

蜜蜂已陆陆续续飞出蜂箱，开始到处

“寻花问蜜”了，而在空地西边，就是几

排他用石棉瓦搭建的简易养猪圈舍。

“俺现在养了140箱蜂，还有大大

小小100多头猪，已经脱贫了！感谢国

家的好政策，俺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对脱贫后跟上小康社会的步伐，梁二国

信心满满。

茶庵村地处熊背乡西南大山深处，

和南召县接壤，是一个只有175户753

人的小山村，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就有

155户653人，是鲁山县深度贫困村之

一，脱贫攻坚任务艰巨。

2017年，梁二国在金融扶贫优惠政

策的支持下，顺利拿到5万元贴息贷

款。他购买了6头牛，喂了一段时间把

牛全部卖掉后，一算账净挣了 1.2 万

元。尝到甜头的梁二国信心大增，这两

年，他又利用金融扶贫小额贷款开始养

蜜蜂和猪，从开始的5箱蜜蜂发展到现

在的140箱，猪从最初的5头发展到如

今的100多头，估算一年净收入在8万

元左右。

据分包茶庵村金融扶贫的鲁山县

邮政储蓄银行行长董芳介绍，该行扛

起金融扶贫责任，把茶庵村定为邮政

储蓄银行重点倾斜放贷的十个信用村

之一，近几年不断加大金融扶贫力度，

支持该村93户贫困家庭通过扶贫小额

贷款，规模养殖猪、牛、羊，种植香菇，

收购辛夷花等，大部分村民走上了脱

贫致富路。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李岩）

3月17日早晨7点钟，位于郸城县国家

农业科技园区内的好多肉园艺有限公

司的苗圃园里已经人头攒动，工人们拣

苗、装盆、搬运，顾客们三五成群地挑选

着心仪的多肉盆栽。该公司负责人张

国建一边接着电话，一边招呼着来客。

今年39岁的张国建是郸城县白马

镇人，2009年在江苏南通务工的他偶然

接触到多肉植物，从此便与多肉结下不

解之缘。2010年在南通花卉市场包棚

种植多肉，2014年返回家乡白马镇耐中

村扩大规模，前一段时间再次转战农业

科技园区，一路走来，张国建的多肉事业

越做越大，在国内多肉界小有名气。

“我主要做的是多肉的繁育，之前有

1500多个品种，前段时间又引进300多

个品种，目前可繁育种苗500多万株。”

张国建告诉记者，接下来他准备在园区

内再承包3个日光温室，今年年底实现

年繁育多肉苗1000万株。

在苗圃园里众多来客中，一男一女

格外引人注目，女子拿起多肉盆栽用手

机拍照，男子在一旁拿着笔记本详细记

录，两人时不时地凑在一起交流几句，

会心一笑后继续打量其他盆栽。男子

名叫胡财鑫，女子名叫李海燕，二人是

对90后小夫妻，来自钱店镇后胡村。

“我们之前一直在南方打工，去年回来

后，决定留在家乡发展。现在我和朋友

开了一家装修公司，妻子在家里开网店

销售一些本地农产品。”胡财鑫告诉记

者，小两口在网络上开直播，现在有

4000多个粉丝。前几天，他们在网络

上看到张国建园艺公司的直播视频，这

才慕名而来，他们准备挑选几种多肉上

架自己的网店。

张国建也是郸城县有名的电商达

人，2019年被评为“河南省电商扶贫带

头人”。

“还没正式开业，打电话订货的、来

苗圃园挑选的一波接着一波，我有点儿

忙不过来了。”张国建笑着说，郑州、商

丘及安徽亳州等地的多个主播已经和他

联系，等苗圃园正式开业那天，这些主播

会免费来进行直播。

今年65岁的刘守信是汲冢镇黄竹

园村的贫困户，十天前他还在家无所事

事，如今成了苗圃基地的一名搬运工。

“我是村干部介绍来的，在这里工作一天

能拿100元左右，我们村里另外几个贫

困户也都过来了。”刘守信告诉记者，在

苗圃园里工作活儿不累，每天跟花花草

草打交道，心情也舒畅。

据了解，和刘守信一样在苗圃园里

务工的贫困户达30余人，根据按劳分配

的原则，多的能拿3000元以上，少的也

能拿2000元左右。“下一步，我将为附近

贫困群众提供种苗，由他们代种，然后我

再以高于市场价的标准进行回收，在扩

大产业规模的同时，力争带动更多的贫

困群众实现脱贫，让多肉种植为周边群

众撑起‘致富伞’。”对未来的发展，张国

建有着清晰的规划。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 谢辛
凌 崔洁 润琪）3月13日，在沈丘县周营

镇赵寨村一块果苗繁育基地，果农们忙

着刨树苗、打捆、装车、运输等，一片繁忙

的景象。“俺家5亩多地的桃、杏、梅、梨

等优质果树苗，因前段时间疫情管控

紧张，外销果苗受局限。这不，正为销

售果苗的事发愁哩，前天一大早，镇纪

委书记赵旭打电话催我赶紧上苗圃地

多拍点视频照片，让我发给他，并通过

‘益农社’、淘宝、‘拼多多’等网上平台，

帮助外联销路。现已联系到客商，再也

不担心返贫了！”当日，正在刨树苗、卖

树苗的脱贫户赵红卫掩饰不住内心的

喜悦。

赵红卫是周营镇赵寨村的脱贫户，

家里4口人，今年46岁的他是家中唯一

的劳动力。因妻子患有精神类三级残

疾，两个孩子还年幼，赵红卫只能在家务

农，2017年赵红卫家被评定为建档立卡

贫困户。2018年，在驻村扶贫工作队的

帮助下，他家建起了苗圃，种植了5亩地

的桃树、杏树、梅子树及少量绿化树，

2019年产生效益，顺利脱贫。

据悉，赵寨村是沈丘县果树苗木种

植明星村。以往每年春节过后，前来购

买、预订果树苗的客商络绎不绝。今年

受前期疫情影响，树苗销售一度成了难

题。为此，该镇纪委积极出主意，想办

法，并通过互联网“云端”联系外地客商，

收到良好成效。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胡鹏
许照锋）3月12日至16日，许昌市建安

区椹涧乡前宋村产业扶贫基地的1万多

斤芹菜和5000斤蒜苗，在许昌市物业协

会和建安区扶贫办工作人员的努力下，

以消费扶贫形式走上了许昌各小区业主

家的餐桌。

前宋村产业扶贫基地种植有蒜苗、

芹菜、特色白菜各4棚，豌豆、菠菜各1

棚，该区扶贫办多次到该基地实地了解

蔬菜的长势、产量、储存和销售等情

况。在得知受疫情影响销售困难时，市

扶贫办工作人员积极与市物业协会对

接，市物业协会动员该市多家小区物业

公司，充分发挥行业优势，以买代捐，鼓

励大家用消费的形式帮助贫困户解决滞

销难题。仅3月12日一天，就收到了市

物业协会各会员单位近5000斤芹菜和

4000斤蒜苗的预订，五天时间就将前宋

村产业扶贫基地滞销的农产品销售一

空。

建安区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

社会参与、互利共赢”的原则扎实开展

消费扶贫，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扶贫

工作。在疫情期间，采取有效措施扎实

做好特色农产品产销对接工作，鼓励引

导社会各界消费来自产业扶贫基地和

贫困户的产品，以消费促进贫困群众增

收，促进贫困群众精准脱贫，以更加有

力的支持做好消费扶贫工作，全力打赢

脱贫攻坚这场硬仗。

组织专班产销。广泛开展消费扶

贫宣传，在广泛宣传各项扶贫政策和疫

情防护的同时，大力推广消费扶贫新模

式，让更多的群众了解消费扶贫和扶贫

工作，营造社会帮扶、全民参与的社会氛

围。

建立“互联网+”销售平台。组织区

内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合作社等市场

主体，进行扶贫产品认定申报。克服疫

情影响，通过电话沟通、手机微信等方式

详细讲解扶贫产品认定的相关政策，广

泛推广“河南农购”产销对接平台。让更

多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干部群众了

解贫困地区农产品销售情况，强化社会

各界“以购代捐”的意识，自觉参与到消

费扶贫的行动中来，以消费扶贫帮助贫

困群体脱贫致富！

本报讯（记者黄华通讯员曹要强肖
喜锋）“现在是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大家

把送货车辆有序停放好，不要聚集在一

起，空出距离，一个一个卸货。”3月13日，

上蔡县大路李乡朱里桥村的大路李乡香

菇冷库基地，姜顺宽忙前忙后。

姜顺宽务工的大路李乡香菇冷库基

地位于该乡朱里桥村，占地面积700平

方米，2018年12月投入使用。

姜顺宽今年56岁，是孟尧村8组贫

困户，平时的任务就是专门负责扶贫香

菇冷库的收储、看管，一天80元工资。有

时候，赶上香菇采摘旺季，工人忙不过

来，他也顺带负责装卸香菇，这样算，一

个月下来能挣3000多元。

香菇生产基地的大棚里，一排排摆

放整齐的菌棒上长满了香菇，空气中到

处弥漫着独特的鲜香味，工人们正在采

摘成熟的香菇，不一会儿就装满了几大

筐，看到满筐的香菇装车运走，刚忙活了

一大会儿的务工人员盖玉兰脸上露出了

满意的微笑。

56岁的盖玉兰是朱里桥村贫困户，

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她家先后获得低

保救助、光伏分红、花生种植补贴、集体

经济分红、村保洁员公益性岗位等帮扶

政策，一家人的生活虽不富裕，但也衣食

无忧。

盖玉兰听说香菇基地正在招务工人

员，她就主动申请来到基地务工，平时负

责采摘、摆菌棒、洒水等工作，一个月下

来也能有将近2000元的收入。

据了解，该乡共建有13个香菇基地，

312个大棚，务工人员全部是贫困户，香

菇产生的收益除了成本投入和正常开支

外，剩余部分全部归贫困户。

郸城县张国建 多肉种植撑起“致富伞”

鲁山县梁二国 养蜂养猪腰包鼓起来

沈丘县
帮果农销果苗
助脱贫不返贫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见习记者李
振阳通讯员何铸）“你今年有哪些打算，

有什么困难吗？对村里还有啥建议？”3

月15日，罗山县庙仙乡柴乡村党支部书

记周中国正在贫困户周庆祥家中访谈，

并在本子上认真做好记录。

为确保圆满完成 2020 年脱贫攻

坚目标任务，近日，该乡帮扶责任人纷

纷通过电话访谈、入户走访等方式，详

细了解帮扶对象的所需所想所盼，虚

心征求广大贫困群众的意见建议，积

极对接群众实际需求，精心制定帮扶

计划，校准帮扶措施，不断提高帮扶的

精准度。

“精准掌握群众需求，找准了帮扶

的着力点，我们要保持跟踪督导，随时

解决问题，补齐短板，把各项措施落地

见效，坚决圆满完成今年66户156人的

减贫任务，全力保证脱贫高质量。”该乡

党委书记吴士军说。

截至目前，已访谈、走访贫困户、脱

贫户、边缘户等500余人次，征求需求、

意见建议120余条。出台奖扶措施7

条，新增贫困群众转移就业70余人，实

施危房改造4户，开工建设扶贫项目两

个，为贫困群众办实事30余件。

许昌市建安区 消费扶贫助贫困群众增收

上蔡县大路李乡 香菇基地带贫困群众致富

汝州市夏店镇

确保贫困户搬迁后稳增收

临颍县

“双线”联动破解贫困户“卖难”

罗山县庙仙乡

对接需求精准帮扶提升脱贫实效

镇平县

小藤编编出大产业

3月17日，通许县练城乡厉

大楼村的建档立卡户陈桂兰和

姐妹们在该村扶贫种植产业园

的大棚里一起吊瓜秧。近年来，

该村投资160余万元建设温室

大棚15座，年纯收入30万元，

并带动11户贫困户入棚务工，

户均年收益8000元。

李新义 李芳芳摄

通许县
扶贫产业园
助农增收

继续在致富路上奔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