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杨爱国
张树森）“这是我们甘刘村香菇基地生产

的天然无公害花菇，大伙看看这个香菇的

品质，有需要的朋友和同事请电话、微信

联系我，我周末给你们捎回去。”3月16日

上午，在叶县廉村镇甘刘村香菇种植基

地，该村第一书记毋憬通过拍视频、发抖

音等直播方式，现场向网友及单位同事们

推销刚刚采摘下的新鲜香菇。

甘刘村辖甘刘、配山王2个自然村，

全村共有479户2172人，驻村前建档立

卡贫困户就有94户338人。

2015年，平顶山市自来水公司干部

毋憬被派驻到该村任第一书记。在入户

走访过程中，他发现部分群众家中生产的

农副产品不能及时卖出去，他抱着试试看

的想法，通过手机拍照转发到朋友圈，此

后又转发到抖音、快手等平台，推销村民

家中滞销的农产品，引得网友和单位里的

不少同事向他询问、购买这些农副产品。

一段时间后，毋憬发现“农产品+直播”的

销售模式不仅使村民们生产的农副产品

能够卖出好价钱，而且同事、朋友们也能

吃上绿色健康的食品。

于是，在与村“三委”班子及驻村扶

贫工作队员商议后，毋憬当起了甘刘村

农副产品的代言人。他把自己的网友

群、朋友圈当成“销售市场”，不定时地发

布一条又一条农副产品售卖信息。网友

和同事下单订购后，村扶贫工作队队员

负责挨户收农产品，毋憬则负责送货，实

现了农副产品与消费者线上对接、线下

销售。

“毋书记自2015年到我们村驻村以

来，想办法帮我们销售农产品，土鸡蛋、土

鸡、香菇、小磨油、芝麻酱，每年的销售额

都在10万元左右。”甘刘村党支部书记郑

相成说。

据统计，毋憬担任甘刘村驻村第一书

记的五年来，先后帮助村民销售香菇、杂

粮、辣椒、小磨油等农产品共计50多万

元，有力地促进了村民增收。2019年，甘

刘村贫困户最低人均纯收入4200元，最

高达9000元。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见习记者李
振阳通讯员杨明马晓冲）3月22日上

午，在固始县徐集乡徐集村服装厂，10

多名佩戴口罩的女工，正在熟练地进

行服装来料加工。

徐集村服装厂是一家扶贫企业，

共安置留守妇女40名，其中贫困户10

多名。“我在这里上班每月收入2000

多元，还能照顾家，挺好的。”贫困户李

雪姣对前来了解复工复产情况的徐集

乡党委书记胡伟说。

扶贫车间是徐集乡贫困群众增收

的一个重要渠道。该乡现有14家扶

贫车间，去年共吸纳400多人在家门

口就业，其中贫困户劳力200多人，人

均年收入2万元。为了确保留守在家

的贫困户劳力有活干、有钱挣，徐集乡

党政领导及时深入各扶贫车间，为企

业解决防疫物资、招工进料等实际问

题，力促企业尽快恢复生产，让贫困户

早日返岗复工。目前，全乡扶贫车间

大部分已复工复产，115名留守在家的

贫困户劳力，本月底可以全部返岗复

工。

截至2019年年底，徐集乡有未脱

贫人口127户224人，因病因残致贫占

比高，依靠自身脱贫难度较大。对此，

徐集乡紧盯脱贫目标，强化精准帮扶，

压实干部责任，实行挂牌督战，因户施

策、因人施策，确保剩余贫困人口如期

脱贫。

3月26日，在位于内黄县新能源电动车产业园的河南王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在电动车流

水线上紧张工作。3月17日，河南王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阿里巴巴旗下的哈啰公司签署了生产50万辆哈啰共享电动

单车协议，价值10亿元，带动1500人就业。 本报记者秦名芳通讯员刘超摄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石少
华陈桉）3月26日，宝丰县首届龙王沟

万亩油菜花乡村旅游节开幕。

龙王沟是原隶属于该县商酒务镇

龙泉寺村、杨沟村和张八桥镇王堂村3

个行政村的简称。为进一步加快乡村

振兴步伐，去年，该县打破行政区划，推

动多村抱团发展，将净肠河沿岸原分属

两个乡镇的王堂、马庄、马厂、大栗庄、

龙泉寺、杨沟6个相邻行政村组合起来，

连片打造乡村振兴示范区，依靠资源统

筹、优势互补、区域协调，探索可借鉴、

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振兴“宝丰模

式”，实现全域内农业增效、农村增美、

农民增收。

本次活动持续半个月，以“重逢在

花海 相约龙王沟”为主题，以万亩油菜

花田为载体，打造“龙王沟乡村振兴”

“龙泉寺”“谷仓”等特色景观。游客在

这里不但可以观赏万亩油菜花和美丽

乡村小景，还可以放风筝、观风车、吃品

种多样的特色小吃。

□本报记者黄华 通讯员李新周豫琳

3月 23日，泌阳县付庄乡浅山区

竹林村，春风吹过，遍地草绿花艳，空

旷的原野上，一位老人在悠闲地赶着

一群山羊放牧，与周边五彩斑斓的风

光融为一体，犹如一幅活灵活现的春

牧图。

沐浴着醉人的春风，老人时而哼上

两句家乡戏，时而掏出老年手机，笑吟

吟接着电话，与对方讨论着山羊销售的

价格，一脸得意与喜悦。

老人名叫王付清，是竹林村窑上村

民组人，今年73岁，是个贫困户。2017

年，在扶贫帮扶人王兵的引导下，他用

产业帮扶资金买了两头母羊。一年四

季，老人与羊群在一起。由于精心管

理，如今已经发展到大小18只羊了。

“前几天俺两只公山羊卖了2000

多元，根据目前这个行情，这群羊俺估

算了一下，咋着现在也值一两万元。要

不是党的政策好、扶贫干部真心帮忙，

俺这个老光棍儿做梦也不敢想会有今

天。”王付清笑着说。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 通讯员段永
强赵丹）“宋爷爷，我来看你了！”3月24

日，辉县市黄水乡西平村孤寡老人宋增

魁的家中来了一名特殊的客人。

客人名叫苗国君，是辉县市黄水乡

偏远山区走出来的一名大学生，目前正

在备考研究生。受疫情影响，苗国君一

直未返校。苗国君的父亲是黄水乡政

府一名普通干部，疫情期间始终坚守岗

位，为黄水乡的抗疫和扶贫奔波。苗国

君耳濡目染，深受影响，也想贡献自己

的一份力量。当从父亲口中得知西平

村有一名孤寡老人，长年身体有病，生

活异常艰辛时，苗国君再也坐不住了，

他连夜骑电动车往返十几公里，为老人

采购了生活必需品，第二天一大早，便

去探望老人。

到了老人家里，苗国君便忙前忙

后，帮助老人把屋内、院落收拾得干干

净净，老人家里变得井井有条。随后苗

国君还和老人拉起了家常，询问宋增魁

老人有啥需要帮忙的，家里还缺啥，下

次来帮他带过来。“国家的政策好，国家

培养的大学生更好，俺能赶上这样的好

年代，知足了！”宋增魁感动地说。

苗国君要走时，宋增魁万分不舍，

送苗国君到了村外还不肯回去。回到

家的苗国君也十分感慨，他对父亲说：

“您这样的干部是贫困户帮扶责任人，

那我就要做一名义务扶贫责任人，宋增

魁老人就是我的帮扶对象，我以后会经

常去看望他！”

本报讯（记者冯刘克）3月26日，

河南省服装行业协会发布《河南省服

装行业复工复产调研情况报告》。报

告显示，截至3月23日，全省服装行业

企业总复工率为 80%，恢复产能近

90%。

此次调研共走访了我省109家企

事业单位和机构。走访发现，面对疫

情，服装企业主动探索新营销路径，

“新电商”发展势头强劲。在调研的

96家企业中，近90%的企业采取了多

种模式经营、多种渠道销售。在传统

电商的基础上，不少企业试水直播、

微直播、短视频等形式的“新电商”模

式。

本报讯今年受疫情影响，农民工转

移就业有了新的趋势。“就业不必去远

方，家乡就是好地方。”这是今春以来方

城县务工返乡人员的共同心声。截至目

前，全县已经有万余名返乡人员在家门

口实现就业梦。

进入三月份以来，位于方城县产业

集聚区内的裕众服饰有限公司迎来首季

开门红，生产车间里裁布机、缝纫机、熨

烫机、钉扣机整个流水线开足了马力，

300多名工人在各自的岗位上争分夺秒

忙碌生产。今年42岁的康海东外出打

拼近10年，春节过后他却选择了留在家

乡，他凭借过硬的制衣技术，在成衣制作

车间找到了满意的岗位。“我这个岗位一

个月可以拿到五六千块钱，既能赚到和

外边差不多的钱，还能照顾家，相比之下

还是在家门口工作更好。”康海东说。

为有效解决务工人员的就业问题，

方城县人社部门积极打造“就地就业工

程”，开辟“线上线下”求职渠道，搭建求

职平台；精准摸排企业用工缺工情况，向

18个乡镇（街道）派出“一对一”服务小

组，为返乡就业者广拓信息源，为企业复

产用工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对返乡求

职人员相关信息建立台账，向企业推送

其特长、求职意向等信息。

方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马金强介绍说：“面对今年农民工转移就

业的新形势，方城县人社部门推介农民

工就业岗位23000个，为245家企业落

实用工岗位10067人。”（王小玲）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 韩
静 李伟卫）“自复工以来，我们开足马

力赶订单，争取如期交货。目前，已有

900多人到岗，返岗率达100％，日均

销售额400万元，增长50%以上。这

些都离不开‘服务专班’的帮忙。”3月

25日，临颍县产业集聚区内的漯河晋

江福源食品工业有限公司厂长宋长浩

说。

临颍县坚持早安排、早行动，成立

了5名县级干部牵头的企业开复工“服

务专班”，建立企业服务微信交流群，做

足做实复工复产各项准备。据初步统

计，截至目前，全县各类工业企业复产

915家，总体复产率95%，基本实现“应

开尽开、能复尽复”，其中182家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21家“十百千”亿级工业

企业复产率100%。

临颍县还组建入企宣讲服务团，帮

助企业争取“防疫贷”1560万元，企业

开展技术改造、扩大产能有了充分资金

保障。

在“服务专班”精准帮助下，已为企

业减免、减半征缴各类企业社会保险费

1440.2万元，减免240多家个体工商户

税款130多万元，帮助企业招聘用工

1240人，稳定就业904人，争取稳岗补

贴31.6万元，帮助办理应急通行证674

个。

临颍县还组织了银企对接会，11

家金融机构与161家企业达成42亿元

贷款协议。

目前，临颍县143家食品企业复产

141家，复产率98.6%，部分企业逆势

增长，产品供不应求。南街村方便面日

产300万包，连续40天零库存。

本报讯（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王为
峰 赵尚元）“在我们公司资金周转困难

的时候，台前农商银行主动上门服务，及

时提供复工助力贷款支持，帮俺办了件

大事情！”3月25日，濮阳绿色奇点新材

料有限公司董事长仝胜利说。

前不久，濮阳市绿色奇点新材料有

限公司准备改造1条生产84消毒液的

生产线，资金周转遇到了困难。台前农

商银行了解情况后，主动对接，特事特

办，在此前已向其发放480万元贷款的

基础上，又追加了260万元的复工助力

贷资金支持，解了该公司的燃眉之急。

“台前县金融工作局组织引导各家

银行加大对复工复产企业的金融信贷支

持，推动经济社会秩序持续向好，力争把

疫情耽误的时间抢回来，把疫情造成的

损失补回来，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提供

更加有力的金融支撑。”该县金融工作局

吕寻辉说。

截至目前，台前县银行业金融机构

贷款余额63.55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9.48亿元，同比增长17.53％；为47家企

业发放贷款8856.66万元，为7家企业办

理了展期和续贷2782.9万元，为10家涉

疫情企业发放贷款1552.86万元，发放扶

贫小额信贷62户306万元，切实发挥了

金融活水助力脱贫攻坚的关键作用。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曹要强
张浩楠）3月26日，天刚蒙蒙亮，上蔡县

洙湖镇袁庄村的蘑菇扶贫基地里，4组

贫困户李玉兰已经采摘了一筐新鲜的蘑

菇。“这是俺村的邻居们昨晚打电话订购

的30斤蘑菇，早起一会儿，也要保证让

大家吃上最新鲜的。”李玉兰说。

李玉兰原本家庭生活拮据，在镇村

扶贫干部的引导下，她选择到本村蘑菇

扶贫基地工作，活不累、钱不少、又能顾

家。“有活干，有钱赚，俺家日子一天比一

天强。”李玉兰的脸上堆满了笑容。

复工就是稳就业，复产就是稳经

济。为帮助贫困户就近就地就业，洙湖

镇千方百计帮助各村扶贫车间和扶贫基

地第一时间复工复产，先后有63名贫困

户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同时，该

镇还因地制宜开发疫情防控员、民事代

办员、反诈宣传员等临时性就业岗位，保

障部分有致贫或返贫风险的农户稳定增

收，有效提升脱贫质量。

洙湖镇曹磊建材是镇内带贫能力

较强的扶贫车间，共吸纳20名贫困户，

附近乡镇的贫困户也在这里找到了工作

岗位。党店镇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赵鸿开

说：“最近家里离不开人，我就把材料带

回家加工，第二天再把成品带回来，真是

够方便的！”

安全有序复工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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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曹怡然 通讯员封德
夏婉燚）日前，由农业农村部、国家林业

和草原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个部门

联合认定的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第

三批)名单公布。在此次入选的83家中

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中，西峡县西峡猕

猴桃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榜上有名。

西峡县年均气温15.2℃，年均降水

量在1000毫米左右，相对湿度75%，是

国内外专家公认的猕猴桃“黄金产区”，

是国内开展猕猴桃人工栽培最早地区

之一，素有“世界猕猴桃在中国，中国猕

猴桃在西峡”的美誉。该县野生猕猴桃

资源分布面积达40余万亩，获得绿色认

证基地3万亩、有机认证3600亩，年产

量1000万公斤，居全国县级首位。目

前，全县猕猴桃人工栽培基地面积14万

亩，产量8万吨，综合社会效益20亿元，

直接参与猕猴桃产业发展的人员达到

10万人，重点产区农民收入的 70%以

上来自猕猴桃产业。

该县按照产业化经营的思路，坚持

以加工销售促发展，不断拉长产业链

条，实现多层次转化增值，推进猕猴桃

由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延伸。截至目

前，全县共建成猕猴桃沼渣有机肥厂6

家、一体化示范园12个，猕猴桃专业合

作社达85家。西峡华邦公司、哪吒食品

公司、果然风情公司等一批猕猴桃生产

加工企业相继建成投产，全县规模较大

的猕猴桃生产加工企业达12家，年加工

猕猴桃能力4万吨，涵盖了果汁、果片、

果酱、果酒，罐头、果粉等八大系列30多

个品种，产品畅销全国40多个大中城

市，并出口到美国、日本等30多个国家

和地区。

本报讯（记者李政）3月26日，记者

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第42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结

合我省疫情形势变化，省疫情防控指挥

部办公室对全省174个县（市、区）进行

分区分级调整，郑州市中原区等174个

县（市、区）全部为Ⅲ类县（市、区），全省

Ⅱ类县（市、区）0个，Ⅰ类县（市、区）0

个。此前，郑州市二七区为河南省唯一

的Ⅱ类风险地区。

发布会上，尚在武汉一线的我省支

援湖北医疗队部分医务人员分别通过

视频采访和现场连线的形式和记者进

行互动，讲述了自己的感悟体会。

省疾控中心慢病室主任、第十四批

支援湖北医疗队队长冯石献和队员们

在前线担负着核酸检测、流行病学调

查、消杀等艰巨任务。冯石献说：“在党

和政府的关怀下、在家乡父老的期盼

中，我们一定会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

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河南疾控精神，

为全面夺取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最后胜

利作出更大的贡献。”

省人民医院副院长、第五批支援湖

北医疗队队长陈传亮介绍，医疗队累计

收治新冠肺炎确诊患者519名，治愈出

院372人，转出患者147人，舱内检测咽

拭子实验1386人次，实现了医务人员

“0感染”、患者“0死亡”、治愈患者“0复

发”、患者“0投诉”4个“0”的工作目标。

截至目前，我省还有357名医疗队

队员奋战在武汉抗疫一线。

我省下调疫情风险等级

174个县（市、区）全部为Ⅲ类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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