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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杨远高文/图

河南扶贫印记

淮滨县

产业扶贫拧紧防止返贫“阀门”

汝州市蟒川镇牛角岭村

抓党建凝心聚力 谋发展助民增收
舞钢市

“项目超市”成精准脱贫金钥匙

方城县三间房村王清坡

发展养殖业 翻身奔小康
□本报记者曹怡然通讯员王小玲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刘海
军）5月14日，天刚蒙蒙亮，舞钢市尹集

镇康庄村汤沟组的刘庆海一家就忙活

了起来：妻子忙着给豆腐锅添柴，刘庆

海忙着给猪拌食添料。虽然已由贫困

户变成小老板，但他磨豆腐喂猪的习惯

未变。

“‘项目超市’改变了我们全家人的

命运。”看着一头头膘肥体壮即将出栏

的大猪，刘庆海满心欢喜。

今年52岁的刘庆海，女儿去年考上

大学，儿子在上小学五年级，妻子有残

疾，行动不便。过去，全家人靠他在附

近打零工维持生计，日子过得紧紧巴

巴。2017年，舞钢市打造扶贫“项目超

市”，刘庆海从村里的扶贫“项目超市”

选择了“磨豆腐养猪”这一脱贫项目。

帮扶干部帮助他购买优质大豆、建猪

舍，刘庆海的豆腐作坊顺利开业。

刘庆海的嘴甜，豆腐品质好、给得

足，从最初的一天卖一个豆腐到现在卖

5个豆腐，每月可获利5000多元。加之

去年用豆腐渣喂养23头猪，年纯收入达

10万多元。如今，他不仅成了小老板，

还是当地有名的脱贫致富带头人。

刘庆海只是舞钢市扶贫“项目超

市”的受益人之一。据了解，截至目前，

舞钢市已有8740名贫困群众通过“项

目超市”摘掉了穷帽子。

据悉，2017年，舞钢市在全市53个

村探索建立了市、乡、村三级“项目超

市”。各村按照每户贫困户的脱贫标

准，汇总出产业扶贫、转移就业、大病救

助、产业扶持等每个具体项目。市里相

关部门除了为每个项目找到帮扶措施

和责任单位外，还动员引导民营企业、

社会组织、爱心人士等力量认领脱贫项

目。各级承接、认领后的剩余项目，则

由各级政府兜底实施。

“‘项目超市’的实施，使复杂的脱

贫工作项目化、条理化、可视化，实现了

扶贫力量、资源等要素有机对接和高效

整合，增强了贫困群众的参与感和获得

感。”舞钢市扶贫办党组书记刘全洲说。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见习记者李振
阳 通讯员韩浩李鹏）“这些獭兔让我实

现了在家门口就业，找到了脱贫致富的

路子。”5月12日，淮滨县台头乡贺店村

腾翔獭兔养殖合作社负责人邓敏说。

在邓敏的养殖场里，一排排兔舍整齐地

排列着，皮毛雪白的獭兔憨态可掬，正

扭动着肥硕的身体咀嚼着蔬菜。

邓敏的致富归功于该县推行的产

业扶贫政策。自淮滨县脱贫摘帽以来，

坚持把产业扶贫提升“造血”能力作为

巩固脱贫成效防止返贫的头等大事和

第一民生工程来抓，把产业扶贫作为巩

固脱贫成效防止返贫的关键，实施产业

扶贫、产业集聚扶贫和特色产业扶贫三

大战略，有效增强了扶贫攻坚能力，开

拓了脱贫人口增收空间。

抓产业扶贫，该县结合“多彩田园”

示范工程，立足县情实际，确立了弱筋

小麦、稻鱼共养、渔网编织、芡实、双孢

菇、猫爪草等26项特色产业。按照“龙

头企业+基地+合作社+党员+农户”“五

位一体”的模式确保产业扶贫落实。按

照“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发展方向，出

台产业奖补政策，形成了王店稻鱼共养

之乡、马集渔网编织之乡、期思芡实之

乡、张里雪松之乡、三空桥花木之乡、谷

堆蔬菜之乡、王家岗猫爪草之乡、防胡

构树小镇、台头双孢菇之乡等各具特色

的产业扶贫格局。探索“党建联盟+产

业联盟”的产业扶贫模式，根据全县26

个特色产业的发展特点，构建26个产业

联盟，同步建立26个党建联盟，以党建

为纽带，让党组织发力，让党员示范引

领，把党员聚在产业链，让脱贫群众链

在产业链。

目前，全县户均产业叠加度达2.8

个，所有建档立卡脱贫户人均纯收入均

高于5000元，巩固了脱贫成效，拧紧了

防止返贫“阀门”。

本报讯（见习记者李振阳通讯员何
铸）“就近务工挺划算的，离家近，能照顾

到家庭，每个月也能挣3000多元。”罗山

县庙仙乡邢桥村姚湾组的姚鹏远今年没

有外出务工，在乡里的帮助下，在该县产

业集聚区的一家电子厂打工，工厂离他

家只有5里路，他早晚骑着电动车上下

班，非常方便。目前，在该乡像姚鹏远这

样在县产业集聚区的“打工一族”有200

余人。

进厂务工当“上班族”。该乡与当

地、县产业集聚区企业紧密联系，及时发

布用工信息，做好“牵线搭桥”对接服务，

帮助群众就近务工。

田间地头当“农事工”。该乡加大扶

持、保障、服务力度，助力境内企业复工

复产，增加就业机会。依托全乡73个农

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引导群众成为

钟点工、季节工，从事采、种、摘、运等。

这些“农事工”大多精通农活儿，很受雇

主青睐。

自己创业当“老板”。该乡积极鼓励

支持群众自主创业，对有意愿创业的群

众开展技术、资金扶持，跟踪服务。

贫困群众走上“公益岗”。根据各村

实际需要，结合脱贫攻坚、疫情防控、环

境保护、生态绿化、治安维稳等工作，因

地制宜开发公益性岗位，提升“造血”功

能，促进家庭增收。

截至目前，庙仙乡在当地及周边进

厂的“上班族”有620余人，从事钟点工、

季节工的“农事工”1100余人，自主创业

120余人，为贫困群众提供公益性岗位、

爱心扶贫岗位402个。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赵洁
宁）5月12日，在郏县白庙乡老席庄村一

片芍药地里，今年56岁的李松绍、雷青

叶夫妇，带着3名工人正在忙着起垄、施

肥、套种烟苗。

“我常年在他包的地里干活儿，今天

来撒化肥、栽烟苗。在这儿干一天能发

60元，活儿轻松，离家也近。从每年的3

月开始到10月收辣椒，这期间都有活儿

干，一年下来能赚几千元。”正在栽烟苗

的王小七说。

自2014年开始，李松绍夫妇就流

转40余亩土地用于种植芍药、烟叶、尖

椒、西瓜等高效经济作物。由于芍药生

长周期较长，3～4年才能采挖，他们就

选择与烟叶或辣椒进行套种。作为村

里的致富带头人，李松绍夫妇通过土地

流转、提供就业岗位等方式带动李廷

显、李聪品、王小七3户贫困户实现脱

贫增收。

老席庄村有种植尖椒和芍药的传

统，全村种植芍药90余亩、烟叶250余

亩、尖椒400余亩、西瓜和甜瓜90余亩，

高效经济作物面积占该村总耕地面积的

70%以上。

“我今年种了15亩辣椒，至少能卖

三四万元，13亩烟叶也可以挣个四五万

元，7亩芍药种得早的今年也能采挖了，

卖个万把块钱不成问题，近10亩西瓜也

能卖个两万多元。算下来，我们老两口

今年能赚上10万多元。明年准备再流

转一二十亩土地，继续扩大规模，把芍药

和烟叶的种植面积再增加一倍。”雷青叶

信心满满地说。

据了解，白庙乡的规模种植户有

150余家，常年提供零散就业岗位400

余个，帮助周边90余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实现稳就业稳增收。

郏县白庙乡

种植大户带贫困户增收

今年65岁的王清坡，是方城县券桥

镇三间房村村民。2014年，因老伴儿患

重病致使家庭陷入贫困，但面对困境，他

没有气馁，不等不靠不要，凭借自己勤劳

的双手发展养殖业，从昔日的一个贫困

户变为今天的小康之家。

走进王清坡的家庭养猪场，门房东

西两侧搭建的猪舍里养着大大小小三十

几头猪，小院里垛着的一袋袋猪饲料足

有两三米高。只见王清坡麻利地一会儿

给猪喂食，一会儿清理猪舍。“养猪得操

心，你操心，它效益就会高。别人养猪一

天喂两遍，我始终都是小猪喂4遍，长大

以后一天喂3遍。还是那么多食，它吃得

均匀就长得快。你多下点儿功夫，它就

给你产生效益。”王清坡给记者介绍他的

养猪经验。

王清坡有两个女儿，都早已出嫁，家

里就剩下他和老伴儿。2014年，老伴儿

因心血管狭窄放置了两个支架，不仅花

光了家里的积蓄，还欠下一大笔外债。

2015年，脱贫攻坚战打响，王清坡一家被

认定为贫困户。2016年，在扶贫工作队

和村干部的支持下，王清坡买了两头母

猪，想通过养猪减轻负担。养猪行业风

险重重，起初，王清坡对猪的饲料配置、

防疫等知识都不懂，他就趁买饲料、兽

药、防疫药品时，虚心咨询业内人士，一

来二去逐渐积累了一定的养猪经验。在

他的精心管理下，从当年的两头猪发展

到20多头，一下子圆了多年的致富梦。

“光靠国家不中，得自己找致富门路，自

己得挺起腰杆儿干。2016年，卖20多头

猪，赚了将近3万元，当年就脱贫了。效

益最好的2019年，卖了16头猪，赚了七

八万元，一下子从贫困户翻身成小康户

了。”王清坡兴奋地告诉记者。

近年来，随着国家各项精准扶贫政

策的实施，王清坡养猪致富的劲头更大

了，成了村里的创业致富能人。“王清坡

在三间房村确确实实是一个脱贫致富的

典型。他不等不靠，利用自己的勤劳发

展养殖业，给三间房村的贫困户树立了

榜样。”三间房村党支部书记王凤玲说。

王清坡告诉记者，家里欠下的外债

早已还清，如今手里还有了存款，好日子

还在后头，真是越干越有劲儿。“现在有

20多头小猪，到8月都可以出栏了，母猪

到六七月份又该生了，再生还是20多

头小猪，今年能卖40多头。原来没有见

过存款折啥样，现在也有存款了，越干越

有劲儿，这都是赶上国家的好政策了。”

看着猪舍里膘肥体壮的几十头猪，王清

坡一脸幸福。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杨沛洁）

5月18日下午 1点多，在位于叶县洪庄杨

镇洪庄杨村的鼎盛鞋面加工厂厂房内，就

传出了缝纫机的响声。“这声音对我来说，

比啥曲子都好听。”正在生产线上查看的

高万强说。

高万强今年46岁，是洪庄杨镇河北

高村人，鼎盛鞋面加工厂的厂长。“是党的

扶贫政策助我走上了脱贫的路子。”他感

慨地说。

多年前，高万强与妻子典爱军一起到

福建一家鞋厂打工。2016年，高万强腰

部疼痛，后来疼得连腰也直不起来了，夫

妻俩被迫回到家乡治病，结果花去了不菲

的费用，使本来就不宽裕的家庭跌入艰难

境地，成为该村建档立卡贫困户。

病情好转后夫妻俩再次准备外出打

工时，他们家的帮扶人——该县副县长王

红敏走访时获悉他们的情况后，就鼓励他

用从前做鞋的技能，借助扶贫创业政策，

在家门口干一番事业。

“一语惊醒梦中人。”高万强回忆道。

原来，高万强在销售上有经验，妻子曾是

当时鞋厂的技术大拿。2017年，他们通

过扶贫小额贷款，又借了一些钱，上马了

3条鞋面制作生产线。高万强到洛阳、郑

州、青岛等地联系订单，鼎盛鞋面加工厂

就启动了。

由于交货及时、价格公道且质量稳

定，高万强拿到了越来越多的订单，仅去

年一笔订单就达70万元。2019年，全厂

产值达近200万元。

今年春节突发疫情后，高万强仍克服

困难，在当地的支持下尽早复工复产，如

今正在做的是为足力健代工的20万元的

订单。“今年尽管受到一些冲击，但仍能保

证天天开工。”他说。

当天，车间内有50多名村民在干活

儿。“已经达到疫情前的人数了。”高万强

说，这些村民都是附近村的，为赶订单，中

午他还免费提供一顿午餐。

“感谢万强提供岗位，一个月能挣

2000多元，离家不到100米，还能给孩子做

饭。”村民王贺丽边蹬缝纫机边说。该厂的

工资表上显示，最高的月工资达4500元。

贫困户曹川芹干穿鞋带的岗位，由于

家里有病人，高万强还让她把活儿拿回家

干，每个月也能挣1000多元。像她这样

的贫困户，在鼎盛鞋面加工厂有8人。

“我最困难的时候，党和政府帮我，让

我光荣脱了贫。我也得为贫困户脱贫致

富尽点力。”高万强说，所以，他优先录用

贫困户，并给予尽可能的照顾。

高万强透露，在镇里的支持下，今年

准备再上两条生产线。“到时候，我就能再

提供20多个就业岗位了。”他说。

5月20日，在汝州市蟒川镇牛角岭村，该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驻村工作队队员张建国

正在查看贫困户杨占营种植的核桃树。“老

杨，你看，今年树上已经挂了不少果子了，明

年就能进入盛果期了，你就等着数钱吧！”张

建国欣喜地对杨占营说。

牛角岭村位于蟒川镇南部深山区。全村

共有4个村民组，187户728人，耕地面积400

余亩，人均耕地不足0.5亩，常年干旱缺水，生

产生活条件极差，粮食基本属于望天收，共有

建档立卡贫困户123户472人，是我省深度贫

困村。

汝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进驻该村结

对帮扶以来，配合当地党委、政府，狠抓村

党支部建设，将抓党建工作与抓脱贫产业

发展有机结合，支持和鼓励党员干部带头

创业，引领群众增收致富，形成了“支部抓

产业、党员创实业、群众富家业”的良好局

面。

过去，牛角岭村道路狭窄、人畜混居、饮

水不洁、垃圾乱扔，生活卫生条件十分落后。

经过近几年的精准帮扶和人居环境治理，牛

角岭村村容村貌焕然一新：铺设了户户通道

路11400平方米，建设了村党群综合服务中

心、游园、公厕、垃圾池、文化舞台、篮球场等

设施；新打193米深水井一眼，铺设管道3000

米，家家户户通上了自来水；充分利用闲置土

地种植枣树、石榴树、红叶石楠等，美化村容

村貌；结合牛角岭村优美的自然风光，将两节

废旧火车车厢改造成特色火车旅馆，游客不

仅可以就餐，还能住宿。牛角岭村现已成为

当地农家游的新景点。

为增加贫困群众和村集体收入，2017年

年底，该村成立了汝州牛角岭村种植合作社，

种植薄皮核桃1.8万余株、花椒1.3万余棵，种

植面积400余亩；以193米深水井优质水源为

依托，建起了扶贫车间——河南伏牛甘泉饮

品有限公司，每年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12.5

万元；村里还新建了扶贫羊舍10栋，年出栏

1.8万只羊，实现年纯利润108万元。

牛角岭村驻村第一书记李鹏浩告诉记

者：“牛角岭村目前还有两户5人没有脱贫，我

们有信心让他们在今年年底前脱贫，把牛角

岭村的贫困户彻底清零。”

罗山县庙仙乡

开发岗位助群众家门口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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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起加工厂 致富又带富

张建国在查看杨占营种植的核桃树的生长情况

牛角岭村的原生态蜂蜜、土鸡蛋、小杂粮备受游客青睐 古朴、幽静的村落吸引众多美术爱好者前来写生

扶贫车间生产的“牛角岭山泉”产销两旺

总装机容量30兆瓦的光伏发电项目已并网运行

村民从前居住的危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