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焦作观察记者 陈学桦 成安林

产业扶贫是最直接、最有

效的办法，也是增强贫困地区

造血功能、帮助群众就地就业

的长远之计。

近年来，博爱县聚焦精准

脱贫靶心，聚力产业扶贫基石，

突出“电商平台带动、主体联结

带动、技能培训带动、集体经济

带动”四大抓手，拓展出一条全

方位引动发展、立体式助力脱

贫的产业扶贫新路子。

有数据为证：全县23个贫

困村初步达到村村一个带贫产

业，贫困户产业项目基本实现

全覆盖，带动 4313 户 12980

名贫困人口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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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爱23个贫困村初步达到村村一个带贫产业

产业扶贫激发致富“原动力”

扶贫故事

□焦作观察记者 姬姣姣 本报通讯员 崔新娟

11月 12日，温县番田镇段村一个头饰品代加工扶贫
车间一片欢声笑语。串珠、沾胶、粘连……一个个五彩缤
纷的头饰品在数十个或坐着轮椅、或靠着棉垫的工人手中
跳跃，就像一串串动听的音符萦绕在这个特殊的空间。

这个扶贫车间有 200多平方米，一排排工作台上整齐
地码放着各种头饰品半成品，负责人是该村50岁一只手臂
残缺的村民栗振玲。

提起这个扶贫车间的创建经历，快言快语的栗振玲
说：“去年年初，县残联组织全县50多个残疾人去沁阳的一
个扶贫基地学习技术，当时看到扶贫基地的残疾人不仅自
食其力还帮扶贫困群众，俺觉得自己也应该自强自立过得
更有尊严。”

该镇西留石村贫困户魏小香一边往皮筋圈上粘花朵
一边开心地说：“俺行动不方便，别的活儿也干不了。在这
里粘头花，活儿轻巧时间也自由。俺每天干一晌活儿也能
挣个一二十块钱。挣的钱不多，但也是自食其力。”

魏小香下肢残疾，家里还有病人需要她照顾，虽然享
受医保托底等扶贫政策，但她也不想过等靠要的日子。她
说：“自从这里建了扶贫车间以后，俺一有空就会拄着双拐
来这里干活儿。家里忙的时候，俺就领些活儿在家里干。
干些力所能及的事儿挣些钱贴补家用，同时也不耽搁俺照
顾家里，这样的生活让俺感觉自己不管对家庭还是对社
会，都是很有作用的。”

残疾人创业、脱贫致富是全社会关注的问题。“为激
发、鼓励残疾人创业致富积极性，残联通过举办残疾人
就业技能培训班，帮助创建残疾人辅助性就业机构，以
补助材料损耗、无障碍设施改造等改善其生产经营条
件，对自主创业的残疾人进行扶持。”温县残联综合服务
中心主任郑新生介绍，“就如栗振玲的这个扶贫车间，为
不能从事繁重劳动的残疾人、无特长的贫困户，以及在
家负责做饭、接送学生的农村妇女等提供了彰显价值的
平台。”

据悉，去年以来，该加工点为100余名群众提供灵活性
就业岗位，带动残疾人及其家属30余人、贫困户20余人增
加家庭收入，建立致富信心。8

身残志坚帮扶残疾人

□本报通讯员 王爱红 范燕彬

静谧的山巅，一间间废旧石屋，经过设计师的巧手，变
成一座古朴、雅致的旅游民宿。放眼窗外，苍山茫茫，绿树
环绕，莺啼鸟啭。环顾屋内，青石、白墙搭配原木，一花、一
草、一灯、一盏，品质不俗且不失温度。这就是云上的院
子。

云上的院子位于修武县西村乡金岭坡村。昔日，这里
曾是一片废旧的石屋。如今，这些“沉睡”的资源被“唤
醒”，就地取材，并将古村风貌、风土人情、历史文化等融入
规划设计，结合美丽乡村建设，打造集吃、住、游、健、养、乐
于一体的乡村度假小镇，让建筑“再生”，让乡村“复活”。

隐于青山之间，尽享天然之趣。漫步于云上的院子，
远离俗世喧嚣，听着鸟语，闻着花香，与山林为友，在群山
间饮茶听雨，让游客流连忘返、赞叹不已。许多人情不自
禁地放松下来，深吸一口清新的空气，尽情欣赏山中的秋
色，再举起手机定格美丽的景致。

建民宿、引游客、促增收，云上的院子乡村度假小镇项
目的实施，“旅游经”“扶贫经”齐唱，可谓一举两得。据了
解，该项目共流转农户废弃石屋245间，接纳周边100余名
群众就业，其中贫困人口 21名，有效促进了当地农户脱贫
增收。

民宿助脱贫，旅游促发展。西村乡充分发挥云上的院
子连接云台山东、西景区和民宿引爆点的示范带动作用，
辐射带动了小东沟矿山旅游休闲园、虎路峪竹桂园生态文
谷等民宿项目的实施，形成了山区民宿旅游带；以云上的
院子为支点的民宿旅游，带动周边8个贫困村、256户贫困
户通过从事民宿产业实现脱贫致富。

千年古县修武更是坚持把脱贫攻坚作为首要的政治
任务，充分发挥修武旅游的品牌优势和市场优势，积极探
索“旅游+民宿＋扶贫”等模式，出台奖励扶持乡村民宿政
策，先后建设了云上的院子、半山云窑、云台森兮、陪嫁妆
村民宿村落等一批乡村民宿项目。

民宿开发使山村废弃庭院、房屋变废为宝，山区群众
闲置多年的资产有了收益，极大地缓解了政府易地搬迁扶
贫的财政压力，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撬动脱贫攻坚的旅游扶
贫之路。前不久，全省旅游扶贫推进会在修武召开，“旅
游+民宿＋扶贫”模式成为观摩样本，备受关注。

今年十一假日期间，修武大部分民宿出现了一房难求
的情况，部分民宿在假期前半个月就已被订满。秋色已
浓，红叶正盛，当云台山迎来更胜春朝的迷人盛景时，山区
群众的脱贫致富花将会开得更加明艳动人。8

旅游民宿催开脱贫致富花

永威安防“抢滩”装配式建筑市场

从收获到加工，一周的时
间，各种怀姜制品就会出
现在线上销售平台

寨豁乡樱桃、冬桃种植户
多，通过开展微信营销培训，
采取微信销售和自驾游采摘；
孝敬镇蔬菜种植户多，通过与
一亩田合作开展网络营销培
训，使贫困户从蔬菜种植户直
接变成经纪人；许良镇竹编
多，通过开展贫困户竹编技能
培训，为贫困户免费提供赤松
茸种植技术培训……

博爱县实行“培训+产业”
实现志智双扶，开展“雨露计
划”、贫困家庭劳动力培训、残
疾人培训、电商培训，帮助贫
困人口在创业技能和就业技
能方面实现“双提升”。

通过各类培训和能人带
动，打造了大岩村制香，南里
村、东内都村、西内都村的电
焊，马营村澡巾布加工，张武
村洗浴服务，机房村竹编加工
等50多个特色村，为扶贫产业
建设提供人力资源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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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了制香、
电焊、澡巾布
加工、洗浴服
务、竹编加工
等 50多个特
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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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村以村集体名义成立了
农业发展公司，采取‘学校+村
委+公司+农户’模式进行经营，
村民成了股民，人人都能分红。”
见记者采访，清化镇街道南朱营
村村民苗二高兴得合不拢嘴。

2017 年，该村将 10 万元集
体经济收入以股金分红的形式全
部兑付给村民，全村 106户贫困
户每户领到 730 元分红金，230
户非贫困户每户领到100元分红
金。

南朱营村是博爱县发展壮大
村级集体经济的缩影。该县作为
我省首批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
试点县之一，坚持念好“土、农、
公、活”四字诀，构建了现代农业
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
盘活了集体经济发展一盘棋。

目前，全县有农业合作社
550家，家庭农场 134家；流转土
地 11.36 万亩；蔬菜生产面积达
10 万亩，年总产量 110 多万吨，
年总产值16.5亿元。

打赢脱贫攻坚战，产业扶贫
是关键。博爱县把“四因四宜”工
作理念作为产业扶贫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走出了一条点面结合、特
色产业引领的脱贫攻坚新路子，
激发了乡、村、贫困户发展优势项
目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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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9日上午，博爱县大迈
电子商务公司总经理吴守河在
库房，查看“双11”备货情况。

“从收获到加工，一周的时间，
各种怀姜制品就会出现在线上销售
平台。”刚刚获得“2018中国农村电
商致富带头人”称号的吴守河说。

博爱怀姜是国家地理标志
认证农产品，在当地有近 2000
年种植历史。在吴守河带动下，
一批以怀姜为主营的电商企业
上线运营，并引导贫困户加入种
植合作社。眼下，怀姜已成为博
爱县的产业名片。

怀姜产业的发展凸显了“电
商+特色产业”的带动力。博爱
县是全国农村电子商务示范县，
京东、苏宁、淘宝、卖货郎等八大
电商平台先后落户入驻，形成了

“电商+怀姜”“电商+冬桃”“电
商+樱桃”等特色产业发展模式，
农民在“电商”和特色产业的激
情碰撞中增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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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博爱县，你会发现“一
村一品”风生水起正当时：

寨豁乡发展林果种植产业，
成立小底村春冠樱桃专业合作
社、打造玄坛庙冬桃品牌，走出
一条依靠特色林果，实现脱贫的
山区农村经济发展路子。

天赐蔬菜种植合作社采用
“合作社+基地+农户”的经营模
式，发展订单农业和有机农作物
采摘，辐射带动周边 5个县 6个
合作社联盟经营。

中绿御景草坪公司与南张
茹村69户贫困户采取股份制合
作形式，贫困户以150亩滩地及
产业扶持 4000元入股，每年能
增收1300余元。

怀姜创客公社对贫困户姜
农免费培训、免收窖藏费用，保
护价有限收购。目前，全县怀
姜加工企业发展到 23家，怀姜
制品在全国市场占据 90％以上
份额。

…………
博爱县通过“一村一品”特

色 产 业 发 展 ，建 立 了 龙 头 企
业、专业合作社、扶贫基地与
贫困户的利益联结机制，把资
金变股金、贫困户变股民、贫
困劳动力变产业工人，凝聚起
发展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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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观察记者 郑伟伟

短短几年间，河南永威安防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永威安防）已经成为装配式
建筑行业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10月 27日，中国装配式建筑高峰论坛
在焦作举行。永威安防现场被授予“中国
装配式建筑阻火集成墙板研发生产基地”，
行业精英近500人见证了这一时刻。

“这是对永威安防在装配式建筑领域
的肯定，也是激励。”公司董事长任太平说。

从玻璃钢制品到安防用品再到装配式
建筑，永威安防一步一个脚印，在原有行业
领域精耕细作的同时也在不断寻求突破和
创新。面对新兴的装配式建筑，任太平直
言“错失一次机遇，就会落后一个时代”，他
们在这个建筑革命的浪潮中已经先行一
步。

论坛现场，中国建筑装饰协会执行会
长刘晓一说，2016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
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力争用 10年左右

时间，使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例达
到 30%。“2017 年我国装配式建筑占新建
建筑面积仅 3%左右，距离 10年 30%的目
标增量空间巨大，市场前景广阔，装配式
建筑将面临一场新的浪潮和颠覆式革
命。”

很多企业尤其是大型建筑企业纷纷瞄
准时机，进驻这一领域，切分这一诱人“蛋
糕”时，永威安防优势何在？

“我们的防火装饰板技术就是制胜法
宝。”任太平自信地说。

他介绍，普通的装配式建筑墙板，是
把建筑需要的墙体、楼承板等预制结构，
在企业车间按标准生产好，直接在现场施
工装配，“而我们的装配式建筑阻火集成
墙板，则是在装配式建筑墙板的基础上，
把阻火等强化功能通过技术实现到普通
建筑墙体中，加强了墙体的围护功能，更
加安全。”

该公司总工程师徐明华进一步介绍，
在永威自身优势产品防火装饰板的有力支
撑下，装配式阻火集成墙板系列产品有着

其他同类型墙板无法比拟的优势：装配式
阻火集成内墙板是外装饰表面+结构防火
保温+内装饰表面一体化成型，工厂预制，
现场组装，自体重量小，安装方便，不需要
后续施工；墙体板规格尺寸变化范围大，可
定制适应不同建筑层高、保温的需求，完全
能够满足常规建筑的要求。

“另外，装配式阻火集成内墙板装饰效
果非常好，装饰层经高温高压一次成型，表
面耐磨、耐刮擦、耐冲击。外墙板是我们新
研发的产品，我们和德国知名企业合作，引
进首屈一指的外墙膜技术，让外墙板质量
更上一层楼。”徐明华说。

本次论坛，永威安防和中建七局签订
了战略合作协议，为开拓和扩大市场更添

“筹码”。“我们鼓励本土企业做大做强，做
专做精，把握机遇，努力发展。”河南省建筑
装饰装修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赵乐丽现场
祝贺说。

来自台湾的国际知名防火板专家王良
庚在发明防火板的美国富美家公司工作15
年，在全球最大的防火板企业美国里盛亚

工作 12年，与河南永威安防合作 11年，他
说：“我是一步步看着永威安防发展壮大起
来的，如今其变成了全球产能最大的防火
板生产企业。更难能可贵的是，该公司把
防火板外墙、内墙组合成一体型装配式墙
板，走在全国同业者的前列，未来发展大有
可为。”

任太平表示：“我们非常幸运，赶上了
这个行业蓬勃发展的朝阳时代，这两年关
于建筑产业化、建筑工业化、装配式住宅等
方面，中央和地方政策推进得如火如荼，给
了我们极大的鼓励和信心。”

目前永威安防先后投资 6亿元，兴建
了面积 16万平方米的厂房，购置了德国等
国际先进生产线 30多条，年生产装配式建
筑阻火墙板18万平方米。

“装配式建筑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我们
将抢抓机遇，抢占市场份额，树立公司在装
配式建筑阻火集成墙板行业中的品牌地
位，在装配饰建筑发展中一展宏图，为焦作
在中原更加出彩中出重彩更精彩作出更大
贡献。”任太平对未来充满信心。8

深山里搭建起电商交易平台博爱县素洁澡巾厂加工车间，澡巾哥陈康指导工人制作澡巾赤松茸种植成了脱贫致富的好项目

农民种植的怀姜喜获丰收

11月12日，温县供电公司青年志愿者陈健、张红强来
到岳村乡东坡村，向采挖铁棍山药的农民群众宣传电力设
施保护和安全用电知识，保障辖区电网安全和群众可靠用
电。8 李云霞 闫杜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