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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平县 玉雕产业“照亮”脱贫路

□本报记者丁需学

鼓足干劲 传授技能 培育新风

南召县精神扶贫坚定群众致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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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企万户百企万户””精准扶贫看精准扶贫看原阳原阳

河南中瀛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把扶贫责任扛在肩上
□本报记者 马丙宇 实习生 刘亚鑫

通讯员 王学伟张党超

南召县云阳镇狮子坟村贫困户刘晓

阳一家6口人，因照顾家里老小无法外

出务工，整天喝酒打牌，无所事事。云阳

镇副镇长李晓静天天找他做思想工作，

苦口婆心讲道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让他改掉生活恶习，扛起家庭责任，依靠

双手勤劳致富。刘晓阳被真情打动，决

定发展家庭养殖业。2016年开春，他先

后购买了鹅苗450只、母猪4头，精心饲

养、育肥、繁育。2017年卖鹅收入2万多

元，销售猪仔30多头收入2.2万元。李

晓静又动员他在村里开了一家小卖铺，

挣钱补贴家庭日常生活开支和父母医药

费。2017年底算收入账，刘晓阳全家人

均纯收入4673元，顺利实现脱贫致富。

南召县通过扶志，引导贫困群众树

立自强不息的致富信心，增强脱贫致富

的内生动力，让他们生活有奔头、有希

望；扶智，通过举办企业岗前培训、创业

技能培训、实用技术培训，提升群众就业

技能储备，掌握一技之长，致富有事做、

有活干；扶德，利用优秀传统文化、道德

滋养，开展评选文明家庭、新乡贤活动，

形成文明乡风、淳朴民风、良好家风，帮

助他们既告别物质贫困，又远离精神贫

困。

扶志——鼓足勤劳致富干劲。南

召县在脱贫攻坚走访中发现，一些贫困

人员游手好闲、好吃懒做，沉迷于酒桌

牌桌，精神空虚，不思进取，不谋发展，

产生依赖心理，“等靠要看”思想严重。

县里实施精神扶贫，通过舆论引导、思

想疏导、典型引路、真情帮扶、产业扶

持、算账对比等多种方式，从思想深处

扶志，鼓起致富干劲，树立脱贫信心，群

众由“等靠要看”向自力更生转变。南

召县文广新局拍摄制作的微电影《扶贫

路上》，在县内媒体平台反复播出，身边

的典型现身说法，激发出贫困人口的内

生动力；县艺术团创编小品《扶贫风

波》、《党的扶贫政策暖人心》、《扶贫路

上我先行》等文艺节目，利用“百姓宣讲

直通车”巡回各村演出，通过寓教于乐

的文艺表演引人入“道”、启人悟“道”，

引导群众树立战胜贫困的信心，提振精

气神，立志勤劳致富。

扶智——传授技能自强自立。扶能

扶智，才能治懒治愚。南召县根据市场

和贫困户的双向需求，整合县内10多个

部门教育培训资源，整合雨露计划、阳光

工程、再就业等项目资金，实行“订单式”

技能培训，2017 年共开展各类培训

4800人次，转移就业3655人，其中贫困

户600余人，年均增收1.2万元。南召县

技工学校深入贫困村扶贫就业车间，与

入驻企业联合举办企业岗前技能培训

班，培训地毯编织、数据线加工、服装来

料加工等技术，贫困群众经过短期岗前

培训就业上岗，在扶贫就业车间熟练掌

握操作技能，月人均工资3000元左右。

南召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开设创业技能

培训班，面向贫困群众招生，开设电商、

电焊专业培训班，提高群众创业就业技

能，3期培训贫困户150名。县农业局、

林业局等联合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实用技

术培训班，面向农村有致富意愿、有发展

潜力的富余劳动力开展实用技术培训，

采取“课堂教学+教学实践”的办学模式，

让群众掌握一门致富技术。南河店镇龙

王庙村贫困户余发成参加林果种植培训

后，和哥哥一起流转荒坡地20亩，成立

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桃树，为脱贫致富

打下了稳定根基。经帮扶责任人的介绍

推荐，余发成进入镇区石材加工企业务

工，经过短期技能培训上岗，由月工资

2500元的普通工人成长为月工资5000

元的技术人员。

扶德——培育文明社会风尚。南召

县不仅注重在物质扶贫上精准发力，让

贫困群众物质生活条件得到改善，而且

注重提升精神面貌，用优秀传统文化、道

德滋养，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化群众互帮互助，奋发有为，推动形成

文明和谐、健康向上、自立自强的良好风

气。南召县委印发了《关于在全县广大

农村开展“两评三争”活动的实施方案》，

评选以新时代县、乡、村三级“文明家

庭”、“社会主义新乡贤”为主要内容的

“两评三争”创建活动，广泛开展“传家

训、立家规、扬家风”活动，弘扬传统美

德，实现移风易俗，大张旗鼓表彰宣传文

明家庭、社会主义新乡贤，为全面实现脱

贫攻坚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目前我们安排的公益性岗位有

303户，涉及人数1149人，已累计发放公

益性岗位工资548100元……”5月25

日，记者来到河南中瀛包装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瀛包装公司”），该

公司总经理助理张志华向记者展示了他

们的“百企万户”产业扶贫“成绩单”。

中瀛包装公司是一家集设计、制作、

印刷、印后加工于一体的专业化公司，业

务产品涵盖食品、药品、日化、电子、纸

品、服装、精品盒及其他各类物品的精美

纸类包装，包括药品食品的纸盒纸箱、商

标标签、画册招贴、手提袋印刷等。

王美燕是原阳县阳和办事处任庄

村人，在中瀛包装公司已经工作了将近

一年的时间。家中有十口人，三个孩子

都还年幼，因为文化水平低，王美燕一

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原阳县“百企

万户”产业扶贫工程实施以后，王美燕

被安排到了离家很近的中瀛包装公司

上班，负责生产流水线上的清废工作。

“从家到公司骑电动车不到二十分钟，

中午还可以在食堂吃饭，现在每个月我

能拿到将近两千块钱。”王美燕高兴地

告诉记者。

像王美燕一样在中瀛包装公司工

作的贫困户，还有原阳县原兴办事处曹

庄村的袁小素和靳堂乡朱庄村的朱玉

红。朱玉红负责产品装卸，每月可以拿

到3000多元，而袁小素负责流水线上

的纸盒组装环节，有一定的技术含量，

所以她每个月的工资都在4000元以

上。袁小素的丈夫前些年因意外去世，

她独自一人抚养着孩子。“真的特别感

谢政府和公司能让我来这里工作，让我

能在家附近就拿到了这么高的工资，还

不耽误照顾孩子。”袁小素动容地说。

“陡门乡189户，官厂乡62户，太平

镇49户……”分包的是哪几个乡镇，哪

个乡镇有多少贫困户，张志华都十分清

楚。今年元旦原阳县大走访期间，为了

确保帮扶到位，原阳县政府要求企业到

贫困户家中一一走访。张志华和同事驱

车前往各个村子的贫困户家中，走访最

后一户贫困户时，雪越下越大，加上已经

是晚上十点了，同行的同事都不愿意再

去。张志华不顾天黑路滑，独自开车，把

扶贫政策明白卡贴到了贫困户家。他告

诉记者：“都是我们帮扶的贫困户，每家

的情况都需要了解，一户不能落下！”

“既要帮扶得多，还要帮扶得好。下

一步，公司将增加前往贫困户家的走访次

数，多和他们联络，加深对贫困户家庭的

了解，做好一个带贫企业应尽的责任。”中

瀛包装公司总经理张光勇如是说。

□本报记者 曹怡然
通讯员 廖涛任洪辉

5月 25日，民

权县委组织部驻褚

庙乡柘桑村第一书

记邀请乡卫生院医

疗骨干为300余名

村民体检、讲解日

常保健知识。周长

桥薛寒摄

5月23日，温县武德镇亢村专业种植合作社的科技温室大棚里，一位女工在给番茄打杈。这个合作社是由42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参与入股注册成立的，每年将利润的60%进行分红，确保了贫困户有稳定的经济收入。本报记者 杨远高 摄

本报讯 5月25日上午，尉氏县南曹

乡北曹小学“书香轻飏·让乐随行”爱心捐

赠现场，迎来了郑州市十余家教育机构的

代表。郑州雅乐琴行、金水区德普施英语

培训中心等爱心单位，为这所乡村学校捐

赠了梦想书屋、电脑、古筝、体育器材和学

习用品，价值8万余元。“六一”儿童节来临

之际，河南大学民生学院驻尉氏县扶贫工

作队联合河南省民办教育研究会、大河报

社开展的这项活动，为北曹小学留守儿童

带来了社会各界的关心和祝福。

2016年以来，根据开封市委组织部

统一安排，河南大学民生学院同尉氏县南

曹乡北曹村结成帮扶对子，开展定点扶贫

工作。学院每个部门和驻村工作队在民

生学院党委领导下，对接几家贫困户，帮

助脱贫增收，先后为北曹小学硬化了学校

运动场，捐建了图书室，捐赠了100套课

桌凳，装备了30台微机的多媒体教室。得

知村小学音乐器材不足后，特别邀约郑州

市教育机构捐赠了3架古筝、80把尤克里

里和一个小型校园乐队的基本装备。

河南大学民生学院党委常务副书

记、纪委书记刘道衔表示，民生学院将通

过教育扶贫、智力扶贫，切实为北曹小学

的教育教学提供各种帮助，打造书香校

园和音乐特色，为孩子们提供更好的学

习条件与成长环境。（本报记者）

本报讯（记者杨利伟）5月25日，由

农业农村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美大处组

织的加勒比地区农业实用技术培训班在

新蔡县开班，来自古巴、玻利维亚、哥斯

达黎加等国家的11名农业官员参观了

河南未来再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智慧

农业第一、第三和第五综合体。

据悉，本次培训班的举办，是为了

落实中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农业部

长论坛北京宣言宗旨，共同推动中国与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合作，加强在农作

物品种选育与栽培、农业生物技术、畜

禽养殖、水产养殖、动植物疫病防控、农

业机械化、农产品加工等领域的科技创

新能力，促进在农作物种植、畜牧水产

养殖、兽医学、农产品加工、粮食加工转

化等领域的展示、示范与合作，共同提

高各方的农业生产加工能力和水平。

农业农村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美

大处申硕处长介绍说，本次培训班安排

学员到河南未来再生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参观学习，是针对参培学员自身特点

设定的，让他们实地感受中国未来农业

发展的方向。

本报讯（记者曹怡然 通讯员杨晓
申 王坦）5月24日一大早,镇平县杨营

镇郑坡村的贫困户郑一鸣就来到了中国

玉雕大师创意园，和同在这里劳动的十

几位贫困户开始了一天的保洁工作。“每

天工作8个小时，一个月千把块钱，一年

收入一万多元，很满足了。”郑一鸣说。

今年以来，镇平县充分发挥玉雕产

业发达的优势，发动县内玉雕大师创意

园、玉神公司、嘉豪珠宝等吸纳贫困户就

业，为一部分贫困户解决了就业问题，使

他们拥有了稳定的收入。

玉雕产业是该县的特色支柱产业之

一。为发挥玉雕龙头企业在脱贫攻坚中

的带头作用，该县发动县内重点玉雕企

业与贫困户结对帮扶，玉美人珠宝有限

公司、千年一玉珠宝有限公司、仵氏珠宝

有限公司等龙头企业纷纷吸纳贫困户入

股分红，带动贫困户增收。有的贫困户

由于自身原因，小额扶贫金融贷款无处

使用，该县鼓励贫困人员与玉雕企业签

订了入股分红协议。仅今年元月份以

来，就有249户贫困户与玉雕企业签订

了入股分红协议，入股金额每户5万元，

每年分红3000元。

该县还对有发展意愿和发展能力的

从事玉雕加工生产贫困户进行资金扶

持，帮助其发展玉雕产业，落实到户增收

措施，实现增收致富。一季度落实玉雕

加工到户增收措施 55 户，分别享受

1000到5000不等的扶持资金。还借助

工艺美术职业学校、玉人玉雕职业学校、

龙山玉雕培训学校等，采用“半工半读”、

“工学结合”、“校企结合”、“订单培养”等

方式，加大对有能力、有意愿的贫困人员

进行职业教育。举办玉雕营销、电商免

费培训班，利用新型媒体平台，拓宽玉雕

产品销售渠道，培养玉雕电商营销人才，

助力玉雕产业扶贫。仅工艺美术学校春

季招收学习玉石雕刻贫困学生72人，通

过培训机构培训玉雕营销13人，截至目

前，今年已培训贫困人员85人。

5月25日下午5时许，在舞钢市枣

林镇安寨村北的旭超果蔬专业合作社富

硒西瓜基地里，一帮务工人员在大棚里

摘着吊蔓富硒西瓜，另一帮人运瓜、装

箱、封箱、装车，忙得不亦乐乎。

旁边道路上，停放着六七辆等待拉

瓜的面包车和轿车。

“去年我买了一些瓜送给客户和朋

友，都说好吃。听说今天开园，我马上跑

来了，买了30箱。”刚装完车的刘先生说。

“今天开园，半天就卖了300多箱，

装都装不及。明天就要举办第五届安寨

富硒西瓜节，需求量更大，看来晚上得组

织更多的人摘瓜、装箱。”旭超果蔬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杨旭超告诉记者。

富硒西瓜销售火爆的同时，也给在

此务工的贫困户带来脱贫和致富的希

望。

“我们这个基地安排贫困户长期工

14人、残疾人长期工30人，是舞钢市有

关部门命名的扶贫基地和残疾人就业基

地。我们承诺，在此务工的贫困户和残

疾人年人均收入达8000元以上。”合作

社副理事长田春泉说。

安寨村长期以来有种植西瓜的传

统，虽然以往种植的大田西瓜产量很高，

但市场价格波动很大，有时忙活一季不

挣钱甚至还赔钱。2012年，在外从事多

年医药经销的杨旭超同郑州果树研究所

“西甜瓜”组合作，引进种植“朝霞”西瓜，

并施用中国富硒研究所生产的硒肥和其

他有机肥，当年种植的富硒西瓜以皮薄

汁多、甘甜脆爽走红。一个两公斤左右

重的富硒西瓜，市场售价高达30元仍供

不应求。近两年，随着富硒西瓜节的举

办，旭超果蔬专业合作社的富硒西瓜名

气越来越大，不出园区即可销售一空。

看到富硒西瓜尽管投入大，但收益

可观，且省去了外出销售的麻烦，在旭超

果蔬专业合作社的带动和技术指导下，

安寨村周边已有40多户农民开始种植

这种高档富硒西瓜，种植面积超过300

亩，其中包括部分贫困户。

“我婆婆脑梗偏瘫才下世，丈夫常年

有病要吃药，加上公公和两个正在上学

的孩子，这两年来一家人全靠我在旭超

合作社每个月1000多元的打工收入维

持生活。看到我们家脱贫难度大后，合

作社去年专门给我两个棚让我种富硒西

瓜，挣了1万元。今年仍种了两棚富硒

西瓜，我们家脱贫有望。”正在装箱的店

李村贫困户魏艳丽说。

“今年春节前后两场大雪压垮了一

些棚，造成很大损失。尽管如此，我们仍

要确保贫困户、残疾人有一个稳定的收

益，为他们的脱贫‘兜底’。”杨旭超说。

在种植富硒西瓜、梨、桃、葡萄的同

时，旭超果蔬专业合作社还托管附近4

个村的5500亩耕地种植订单富硒小麦，

每斤小麦售价高出普通小麦0.1~0.2

元。“4个村的近百户贫困户一年户均可增

收300~500元。”杨旭超说。

300平方米的扶贫车间里，缝纫

机、锁边机整齐排放，50多名妇女脸上

洋溢着灿烂的笑容，她们正在赶制服

装。日前，记者在襄城县双庙乡寺白村

许昌双世星服饰有限公司采访时，看到

这里一派繁忙。

员工刘俊玲边忙手中的活儿边对

记者说:“扶贫车间建到了俺的家门

口，村里贫困劳动力和留守妇女就近

务工，实现了挣钱顾家两不误。让我

们这些农村贫困户家庭吃了一颗定心

丸。”

寺白村扶贫车间是双庙乡脱贫攻

坚工作的一个缩影。去年以来，双庙乡

抓住产业关键，多措并举，因地制宜发

展产业经济。该乡制定发展规划，积极

争取项目，健全扶贫机制，强化扶贫责

任，全力实施“培训就业、产业发展、金

融扶贫、资产收益、政策落实、辅助增

收”六项增收工程，扶贫工作取得阶段

性成果。

为了让每一名困难群众脱贫致富，

该乡拓宽增收渠道，积极实施六大增收

工程：实施培训就业增收工程，在有劳

动能力的贫困群众中，根据个人意愿安

排公益性岗位。实施产业发展增收工

程，到户增收44户126人。实施金融扶

贫增收工程，与4家企业达成金融扶贫

协议，覆盖286户，每户年收益达2500

元。实施资产收益增收工程，覆盖325

户368人。实施政策落实增收工程，为

224户559人办理低保，建档立卡贫困

户437户1064人居民医疗保险缴费减

半,184人享受教育扶贫资助。实施辅

助增收工程，进一步夯实贫困群众增收

基础，改善贫困户生活条件。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这是头号

民生工程，是沉甸甸的责任，我们党员

干部要千方百计带领大家脱贫致富。”

该乡党委书记秦庆军说。

舞钢市 富硒西瓜助贫困户脱贫

河南大学民生学院等机构

开展爱心捐赠活动

中国—加勒比农业
实用技术培训班举办

“扶贫车间建到了
俺家门口！”

□本报记者 宋广军
通讯员 孔刚领贾晓娟

温县 贫困户抱团建温室大棚

本报讯 自全省扬尘污染治理专项

行动开展以来，武陟县詹店镇加大扬尘

污染治理力度，在“清、盖、洒、查、停”上

下功夫，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

“清”，就是清理主要道路、厂区和车

间等卫生死角的垃圾、物料；“盖”，就是对

未能及时清理的物料和黄土进行覆盖，

对农村的垃圾堆放点进行全覆盖；“洒”，

就是对主要道路和扬尘严重的重点区域

加大洒水频次；“查”，就是率先成立综合

督查工作队，分四个片区进行全天候督

查；“停”，就是对扬尘污染严重的工地和

企业，如果整改后还不达标就一律叫停。

据了解，进入5月份以来，该镇在督

查中发现了扬尘污染问题58个，目前已

经全部整改到位。（陈卫国 王小三）

武陟县詹店镇

五举措严控扬尘污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