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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扶贫印记

沈丘县付井镇

种植双孢菇 摘掉贫困帽

通许县蒋家村

开发公益性岗位 增加贫困户收入

柘城县安平镇后王村有耕地1465

亩，辖3个自然村，共504户1644人。长

期以来，该村都以传统的小麦、玉米轮作

为主，没有集体经济、没有蔬菜大棚、没

有养殖业——是个远近闻名的贫困村。

2014年，该村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127

户337人。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柘城县委组

织部派出驻村工作队进村帮扶，大力选

拔“能人型”“致富型”“示范性”优秀年

轻人才，将3位致富能手选入村“两委”

班子，增强了脱贫攻坚的新生动力；以

开展主题党日为抓手，通过树标杆、开

现场会等评比活动，形成了全村党员干

部当示范、带头干的良好氛围，建立健

全了“党员中心户”工作机制，成立了党

员义务服务队。

几年来，该村先后建起了高标准的

党群服务中心，修建了文化广场和公厕，

建起了村卫生室，安装路灯50盏，硬化道

路6公里，建起一个605平方米的扶贫车

间，新打机井17眼，让全村人喝上了自来

水。

在逐步改善全村生产生活设施的同

时，该村还积极组织群众调整产业结

构：引进了一个占地1200亩的蔬菜基

地，共流转贫困户土地390亩，吸纳27

名贫困户到蔬菜基地务工；村干部筹资

30余万元发展种植芦笋200亩，吸纳贫

困户10人参与种植；建起了装机容量

300千瓦的光伏发电项目，已并网发电，

惠及34户贫困户；累计发放到户增收资

金26万元，扶持65户农民发展养羊业；

与金太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带贫合

作协议，带动贫困户97户，每户年分红

1000元……

县委组织部派驻该村的第一书记杨

兵说，通过党建引领，提升了全村党员干

部的荣誉感，同时也提升了他们干事创业

的紧迫感和使命感。脱贫攻坚以来，后王

村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了道路

硬化全覆盖，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发展了

蔬菜种植业、养殖业、光伏发电、扶贫车间

等多种产业，人均增收2000多元。

“虽然现在全村还有12户23人没有

脱贫，不过，年底前，后王村一定能够按

时实现整体脱贫的既定目标。我们有信

心拔掉后王村的穷根，将昔日的贫困村

发展成全镇乃至全县的产业强村和宜居

乡村！”杨兵满怀信心地说。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通讯员谢辛凌
李红恩）5月5日，记者来到沈丘县付井

镇马堂村食用菌种植基地。映入眼帘的

是一排排坐落有序的标准化菇房，棚外

人来人往，棚内菇香扑鼻，一颗颗圆滚

滚、白嫩嫩的“戴帽”双孢菇长势喜人，10

多名工人正在采摘鲜菇、搬运、削根、清

洗、蒸煮、打包、装车、外销，忙得不亦乐

乎，呈现出一幅美丽的丰收场景。

“俺在这里栽培、管理、采摘‘戴帽’

双孢菇，活儿轻松，一年干上半年的活

儿，工资可以领到1.2万多元，家里的活

儿一点儿也耽误不了，真得劲！”当日，

正忙着采摘双孢菇的马堂村村民赵瑞

丽兴奋地告诉记者，“俺做梦也没想到

靠采摘小小的‘戴帽’双孢菇，竟然摘掉

了戴在头上多年的贫困帽子。”

“接下来，俺还要追逐新梦想，奋进小

康路。”赵瑞丽表示。她不仅对这份工作

很知足，还对未来美好的生活充满信心。

今年60岁的赵瑞丽，是村里的贫困户。

她在基地打工，每天可以挣80元，在这里

像她这样的贫困户就有10多户。

“如今，在基地从事季节工的有40

余人，多半是留守老人、妇女，基地每年

光支付劳务工资就多达50余万元。他

们除了按日拿固定工资外，农忙时还可

以照顾自家农活儿，很自由。”该基地负

责人王艳超说。

据介绍，食用菌种植基地项目充分

利用村民的麦秸，村集体奶牛、肉牛合作

社产的牛粪等栽培生产双孢菇，既让村

里干净整洁，又可以带动村民增收。目

前，该基地有50个标准化“带贫”棚，每个

大棚培育双孢菇面积为500平方米。

“双孢菇种植是一项投资相对较

少、见效较快的短平快脱贫增收致富项

目，加之所需的秸秆、牛粪等原材料我

们镇非常充足，从而实现现代农业、畜

牧业和菌类等资源的循环充分利用。”

采访现场，付井镇党委书记王志明介

绍，下一步，将以马堂村食用菌双孢菇

产业基地为依托，辐射带动有条件的

村，规模发展食用菌生产，让生态、绿色

双孢菇真正成为当地村民的“致富菇”

“幸福菇”。

本报讯（记者李东辉 通讯员王旭
娅）“我家里有病人，没法出去打工。没

想到，政府在家门口给我找了个活儿，

每月300元，还不影响下地干活儿、打零

工。还是党的政策好啊！”5月7日，正在

打扫卫生的通许县孙营乡蒋家村贫困

户蒋新安说。

据了解，通许县人社局驻蒋家村工

作队在做好提升全村脱贫攻坚整体工

作的同时，结合部门职能，充分发挥公

益性岗位在脱贫攻坚中的兜底保障作

用，先后开发公益性岗位55个，全部为

建档立卡贫困人员。该村不仅成立了

公益性岗位管理小组、建立健全了岗位

管理制度，还设计制作了公益性岗位分

布分工位置图，实行分包责任制。将村

内环卫区域进行网格化划分并挂牌明

示，从每个卫生区挑选一个岗位人员任

区长，实行各区域环境维护成效区长负

责制，开启区长先检查、组长再验收的

管理模式。实行每周五晚上召开周例

会制度，进行总结。对签到满勤、打扫

干净、表现好的人员进行通报表扬。

“贫困户通过公益性岗位增加经济

收入，消除等要靠的思想，既为打赢脱

贫攻坚战解决了‘最后一公里’问题，也

为美丽乡村建设吹响了进攻号角。现

在的蒋家村，村容村貌、户容户貌大幅

提升，公益性岗位人员自信心和获得感

逐步增强，已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的先锋

队和人居环境治理的主力军。”该县人

社局驻蒋家村工作队队长李建华表示。

柘城县安平镇后王村

党建引领促脱贫 多产并举拔穷根 本报讯（记者孙玮 通讯员潘亚茹）

4月30日，记者在开封市祥符区兴隆乡

大牛寨村的新园五色草有限公司种草

基地，看到三五成群的村民正在种植五

色草。“俺在这里干活儿比在外面打工

挣钱多，还能照顾家里。”贫困户李秀真

告诉记者，以前收了麦子种玉米，年年

辛苦却难以脱贫。2018年麦收后，他就

把土地流转给新园五色草有限公司，成

了该公司的“股民”，并在该公司基地稳

定就业。

据新园五色草有限公司负责人于

树芳介绍，目前，公司共安排20名贫困

户在此打工，每月每人工资不低于1500

元，年收入不低于1.8万元。此外，公司

还流转贫困户50多亩土地用于种植五

色草，每亩租金1000~1200元，每年贫

困户土地流转收益达6万元左右。

近年来，该乡始终把产业扶贫作为

脱贫攻坚工作的重中之重，把产业培育

作为推进精准扶贫、提升脱贫“造血”功

能的一剂“猛药”，因地制宜提出“政府引

企业、企业选产业、产业定基地、基地连

农户”的“四位一体”产业扶贫发展模

式。本着“因村施策、因户施策、因人施

策”的指导思想，对贫困户实行一对一的

“结帮扶贫”，并量身定制扶贫计划。重

点谋划高起点定位“特色产业+扶贫”模

式，通过因地制宜、政策扶持等多种方

式，大力发展产业扶贫项目。

“我这把年纪，一个月还能挣1200

元，感谢党和政府在家门口给我提供挣

钱的机会。”说这话时，今年82岁的贫困

户李树亭脸上挂满了笑容。

新园五色草有限公司采取“公司+

基地+就业+土地流转”的模式，坚持把

扶贫绑在产业链上，带动贫困户脱贫增

收。目前，该公司共流转土地300多亩，

建温室大棚45个，简易棚100个，种植

了佛甲草、五色草、芙蓉菊等品种。

2019年，该公司年总收入达680万元，

带动附近村民150多人就业，帮助20户

贫困户脱贫致富。李树亭老人就是在

这里就业的贫困户之一。如今，该乡的

特色产业帮助越来越多的群众摘掉了

贫困帽，走上了致富路。

5月6日，在邓州市陶营镇卢岗村卢

胜旺的“莲虾混养”基地，碧波粼粼、荷叶

田田、鱼虾嬉戏，新竖起的“胜旺生态园”

大招牌蓝底白字，在阳光下格外醒目，不

少人驱车前来休闲。

看到忙前忙后招呼游客的卢胜旺

一脸憨厚，笑容灿烂，记者怎么也无法

把他与乡亲们描绘的那个“穷老蔫儿”

联系到一起。

戴“穷帽儿”心不甘

卢岗村扶贫专干杨小红介绍，卢胜

旺和母亲赵荣先相依为命，前几年，母亲

因病多次住院，家里一贫如洗。卢胜旺

心里很不是滋味，干啥都提不起精神，整

天蔫不唧的。

2017年5月，卢胜旺家被评为贫困

户。可是40多岁的他戴着顶贫困户的

“帽子”，心里很不安，也很不甘。

卢胜旺是个要强的人。一系列扶贫

措施接踵而至，帮扶政策重燃了他对生

活的信心，“想找个致富门路，早点摆脱

窘境，过上好日子。”

戴上“脱贫之星帽儿”
打心眼里高兴

2017年秋，帮扶责任人刘渊结合卢

胜旺的情况，综合分析，建议他进行“莲

虾混养”。这让卢胜旺心里亮堂起来。

2018年春，卢胜旺向亲友借了一部分钱，

在镇村的帮助下，又申请小额贷款3万

元，在自家地旁新流转了12亩地。卢胜

旺开挖坑塘、下藕种、安装隔离网、买虾

苗，风风火火干了起来。

镇村邀请省农科院专家到村里，从

水质、水草、养殖密度、喂食方法等方面

给予指导。这更坚定了卢胜旺做好“莲

虾混养”的信心。

“看到活蹦乱跳的虾苗随着清澈的

丹江水哗哗流进坑塘时，我像吃了蜜一

样。”卢胜旺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卢胜旺每天凌晨4点多起床喂养小

龙虾。当年6月，第一批小龙虾出笼，红

红绿绿的票子揣进了腰包。他的虾因品

质好，不但受到市内几家商超、饭店的青

睐，还销往南京、西安等地。他每天出虾

70~100斤，能净赚300元。

2018年11月24日，在陶营镇“志智

双扶”表彰会上，卢胜旺被评为“脱贫之

星”。甩掉了贫困“帽子”，他光荣地与大

家分享自己的“脱贫经”。

同戴“致富帽儿”共享好生活

在各方帮扶下，2019年，卢胜旺“莲

虾混养”面积逐步扩大到31亩，成了远近

闻名的“龙虾王”。不仅如此，他还买了

4000只鸡苗和300多只鹅苗，在莲池开

展立体养殖，喂养、捕捞全是一个人干，

很是辛苦，但他每天都乐呵呵的。

眼瞅着卢胜旺由贫变富，去年秋季，

同村的卢大硕也流转了10亩土地养殖小

龙虾，还请卢胜旺当“老师”。卢胜旺毫

无保留地把养虾技术传授给他，现在卢

大硕的小龙虾和卢胜旺的一起销售，拿

到真金白银的卢大硕天天笑逐颜开。

听说卢胜旺小龙虾养得好，高集镇

肖营村的肖建根专门跑来学习。如今，

肖建根的产业发展得不错，挣到了钱，最

近又新买了2000余只鸡苗进行养育。

“大家帮我富起来，我不能只打自己

的小算盘。我要带动更多人共同开拓市

场，让大家都富起来。”卢胜旺信心满满

地说。

开封市兴隆乡

发展特色产业 实现脱贫致富

脱贫户卢胜旺的三顶“帽儿”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师红
军乔新强）5月6日，在鲁山县观音寺乡

太平堡村外的一大片山坡子地里，20多

名村民正扯着水管给梨树苗浇水；在另

一座山坡上，也有不少村民正忙着栽种

迷迭香幼苗。

“今年天旱，种下的梨树和迷迭香

得多浇几遍水才能活得牢稳。在这里

干活儿的大部分都是村里的贫困户，合

作社一天发给他们60元。”太平堡村党

支部书记、鲁山县保鑫种养农民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常其峰说。

太平堡村通过党组织创办村集体

合作社，让广大群众和贫困户以“资金

入股+资产入股+土地入股+基地务工”

的模式，实现增产增收。目前合作社已

流转山坡地7000余亩，先期种植酥梨、

杏、冬桃、无花果、大樱桃等3800多亩

20万余株，眼下正在林下套种迷迭香、

柴胡等中药材，栽种西瓜、红薯等农作

物，下一步还将利用林间的杂草散养柴

鸡、鸭、鹅、土猪等，充分发挥“三林经

济”的增产增收优势。

据介绍，保鑫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

的“资金股”每股1000元，目前全村已

有 362 户加入了合作社，筹集股金

370.5万元。

“太平堡村已建成扶贫车间、生猪

千头线项目，2019年村集体收益22万

元。现在村集体又入股合作社30万元

建设香菇大棚，今年保守估计村集体收

入将突破40万元。大河有水小河满，村

集体有钱了，就能拿出更多的资金扶持

贫困群众脱贫奔小康，最终实现全体村

民共享社会发展进步的成果，达到乡村

振兴的目标。”常其峰说道。

鲁山县太平堡村

村里成立合作社 贫困农户成股东

柘城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魏征（左一）到后王村检查指导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

后王村扶贫车间的贫困户在生产藤椅

后王村的孩子们在美丽的村中街道上追逐嬉戏

66岁的村民王松申靠养羊摆脱了贫困 杨庄蔬菜基地内女工在收获芥蓝

贫困户丁彩兰用上了清洁的自来水

群众在整治一新的寨河边散步

手压式水井已经成为历史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通讯员李静）“我

第二次申请扶贫小额信贷，主要用于扩建

大棚。”4月27日，博爱县清化镇街道南朱

营村村民余新芳兴奋地说。

今年40岁的余新芳家有6口人，以前

他和妻子马艳芬种地的收入是全家唯一的

经济来源，日子过得捉襟见肘。2013年年

底，清化镇街道办事处在入户调研后，将其

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2018年11月，余新芳得知扶贫小额信

贷的政策后，立即申请了额度5万元、期限1

年的小额贷款，建了两座蔬菜大棚，种起了

西葫芦、洋白菜和西兰花。2019年，全家纯

收入达7万余元。11月，贷款到期后，余新

芳立即归还了银行的贷款。12月，他又提

交了金融扶贫小额贷款申请表，打算再增建

两个大棚。

为帮助像余新芳一样的贫困户尽快摘

掉穷帽子，该县金融工作局下沉服务重心，

大力推进扶贫小额信贷工作，“铺路子”“搭

台子”“压担子”。

“今年，该县新增扶贫小额信贷100余

户，在小额信贷的‘贷’动下，贫困户增收致

富的信心更足、劲头更高了。”博爱县金融

工作局相关负责人说。

博爱县
小额信贷“贷”出富路

□本报记者曹相飞通讯员习中洋刘浩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