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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杨远高文/图

河南扶贫印记

武陟县

“五养八延伸”让贫困户幸福有依靠

淮滨县

小小艾草成脱贫致富“金草”

济源示范区大峪镇林仙村

产业之光照亮脱贫路
郏县长桥镇

“五员”公益岗让贫困户家门口就业

太康县曹庄行政村第一书记王勋

最美的青春绽放在扶贫路上

渑池县

龙头企业带农增收

愚公精神文化墙吸引众人驻足观看

村民种植的油菜籽丰收了

济源示范区大峪镇林仙村坐落在大

山深处，村民居住分散，粮食基本属于望

天收，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全村耕地

面积仅530亩，林坡地2300亩、退耕还林

1100亩。该村有13个居民组269户942

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11户38人。

济源示范区教体局驻村工作队进驻

该村以来，通过走访调研，决定因地制宜

发展村中经济。引进蔬菜新品种、采用种

植新模式改变传统的种植方式；争取上级

资金60多万元，铺设农田水利管网8000

余米、修建塘坝两座，有效解决了全村300

多亩地的灌溉难题；成立农业合作社将群

众组织起来，发展富硒有机蔬菜，提高蔬

菜的附加值；通过养殖大户的带动作用，

增强了养殖户的信心与抗风险的能力。

该工作队争取上级资金420万元，硬

化水泥道路7.2公里；争取资金33万元，

硬化张头岭至白龙沟旅游道路，铺设林

仙至曾庄柏油路4.5公里；争取10万元资

金，架设太阳能路灯30盏，方便了群众生

活；驻村工作队还利用教育优势，组织上

百名具有绘画能力的师生利用暑假义务

为村里绘制了180余米的文化墙。栽种

绿化树木1万多株，修建了文化广场、乡

村戏台、休闲长廊，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目前，该村已发展种植大葱90亩、小

辣椒100亩、烟叶50亩，蔬菜制种200余

亩，薄皮核桃450亩。发展养猪大户8

户，年出栏生猪3000头；养羊大户1户，

有100只羊左右；养鸡大户3户，年出栏

土杂鸡7000余只。

驻村工作队队长赵忠红说，自示范

区教体局帮扶以来，坚持以整村脱贫为

目标，以结对帮扶为抓手，以产业发展为

主线，有效地带动了群众增收，使村里的

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19年，林仙

村已实现年人均纯收入8210元，已经提

前脱贫了。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李增
强 杨梦迪）5月15日早上不到6点，在

郏县长桥镇兴店村，贫困户王国显就拿

起扫把，推着保洁车，将自己分包责任

区域的卫生打扫得干干净净。

48岁的王国显一边用手擦着额头上

的汗水一边自豪地说：“早上6点开始干，

你看，大概1小时30分钟就把村里给我

划分的1公里多的村路打扫完了……”

“我们对王国显等13户建档立卡贫

困户按照就近原则，将全村划分为13个

卫生区，每户负责一个区域。每月清扫

6次，实行月评比，奖优罚懒。”该村党支

部书记史全民说。

今年年初，长桥镇按照党建促扶贫

工作要求，根据郏县出台的《关于加大公

益性岗位开发工作的通知》要求，综合人

保、扶贫、林业、金融等相关部门岗位需

求，相继开发设立了卫生保洁员、光伏管

理员、护林员、邻里互助员、中原农险宣

传员等“五员”扶贫公益性岗位，按照岗

位不同落实他们的工资待遇，根据贫困

户的实际情况，安排他们包干负责，既方

便照顾家庭，又不耽误农业生产。

“公益性岗位的申报本着自愿的原

则，采取贫困户本人申请、村党支部研

究提名、乡镇资格审查确认、拟用公示、

办理聘用手续、报上级行业部门备案、

培训上岗等程序，进行审查备案。目前

我们已开发‘五员’公益性岗位185个，

实现了贫困户在家门口就业增收。”该

镇党委副书记鲁应科说。

“通过开发和使用公益岗位，贫困

群众稳定增收有了保障，主动劳动的积

极性高了，村里的环境卫生明显改善

了，群众的满意度提升了，打赢脱贫攻

坚战的底气更足了。”该镇党委书记张

世卿说。

5月11日，在渑池县天池镇奥仓现代农业示范产业园，菜农正在对日光温棚里种植

的甜瓜进行打杈。近年来，该县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带动模式，推广“企业+基地+贫困户”

的产业带贫模式，鼓励贫困户参与务工，劳动力月均收入在1700元。本报记者杨远高
通讯员王一博摄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见习记者李
振阳通讯员韩浩符浩）5月11日，记者

在位于淮滨县防胡镇蔡坡村的河南好

知艾艾制品有限公司的艾草基地，看见

两台收割机在收割艾草。

“这眼前的艾草有好几百亩，现在

已进入收割期，天气预报说过两天有

雨，我们要抓紧在下雨前把艾草全部收

上来。”该公司负责人张国印说，这艾草

一年种、多年收，每年5~10月是其生长

丰收期。每茬儿可收割1000斤左右，

按每斤 1.2 元计算，一亩艾草可收入

3600元。除去当年艾草投资成本，净收

入能达2500元，从第二年起，每年每亩

净收入达3000元以上，可连续收益至

少6年。

据悉，该公司采用“公司+示范基

地+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户”的模式，建

立了集艾草种植、生产、加工、销售于一

体的生产企业。在该公司的带动下，该

镇从事艾草产业的有116户464人，带

贫106户456人，种植面积近万亩。

“俺家有9亩地，流转7亩给公司种

植艾草，自己还单种了两亩，现在每天

都在公司打工，一天平均至少能赚60

元。”蔡坡村村民周恩抖说。

为促进艾草产业“抱团取暖同发

展”，该县依托河南好知艾艾制品有限

公司，成立了艾草“党建联盟+产业联

盟”。“联盟的成立，为做大做强艾草产业

把稳了方向，吸纳的123名党员，像一面

旗帜指引着大家‘航行’的方向。我们现

在正推广‘给人种、帮人种和自己种’三

种种植模式，计划从2020年开始，每年

增加1万亩，逐年递增，实现3万亩的种

植面积，在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基础

上，提振实现乡村振兴的干劲！”防胡镇

党委书记郑海中满怀信心地说。

“没想到，养鹌鹑让俺走上了致富路。”

太康县杨庙乡曹庄行政村78岁的李中民

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这要感谢俺村的王

书记，是他让俺过上了好日子。”这个王书

记，就是王勋，他是周口人民银行太康县支

行团支部书记、曹庄行政村驻村第一书记。

驻村3年来，王勋跟村民一起摸爬滚

打，真心为曹庄行政村群众解难题、办实

事，既赢得了村民和干部的肯定，也让村

民眼里的“外人”变成了村里人。

今年4月1日，王勋在看望一名特困老

人时，右脚脚踝不慎骨折。行领导劝他回

家休息，但他说：“村里还有一户贫困户未

脱贫，我是一名党员，这点伤不算什么，等

村里贫困户全部脱贫了我再回去。”

村民眼里的“外人”变成了村里人

曹庄行政村是杨庙乡一个深度贫困

村，全村319户1295人，其中贫困户87

户346人。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无村

室、无产业、无通村公路、无村民集体活

动场所，学校停办10余年，贫困就像一块

石头，一直压得群众直不起腰杆。

“我一定帮村民摘掉这个贫困帽

子。”2017年11月，25岁的王勋来到曹庄

行政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他暗暗下定

决心。

村民也存在疑虑，“一个刚毕业的大

学生来当第一书记，能干成啥事？”“还不

是下来镀镀金，过几天一走了之。”

为尽快给村里找到一个致富项目，

王勋放弃节假日入农户、到田间地头，哪

里人多就往哪里去。一个月后，王勋就

走访了全村319户农户，对村情和每一户

的家庭情况了如指掌。

太康县依家瑞文日用品有限公司是

王勋几经奔波为村里找到的第一个脱贫

致富项目。该公司主要生产蝇拍、梳子、

挠痒扒、衣架和塑料制品等，产品技术要

求不高，老少皆宜。

如今，该公司安排50多名留守老人

和妇女就业，月工资2000多元。“做梦都

没想到，在家门口也能当工人挣钱。真

是太好了！”村民张爱英晃动着手中的蝇

拍，皱纹化在笑容里。

王勋真心实意地帮扶，慢慢得到了大

家的信任，村民也改变了对王勋的看法。

贫困户由87户346人减少到
1户2人

来到曹庄行政村小刘庄自然村一家

小院，只见院里搭满了鹌鹑养殖笼子，

“咕嗷、咕嗷”见到生人进来，鹌鹑纷纷扑

棱着翅膀不停地叫唤，这就是村民李中

民的家。

杨庙乡一领导介绍，李中民和他儿子

李如昌都是残疾人，因为贫穷，以前父子俩

在村里走路都是低着头。

王勋来了之后，及时帮李中民修缮

了厨房，购买了桌椅板凳和棉被。同时

王勋又给李如昌找了份在家养殖鹌鹑的

工作。在王勋的帮助下，李如昌养殖鹌

鹑的规模越来越大，效益越来越好。如

今，幸福小康生活正向李如昌走来。

像李中民一样，曹庄行政村已有86

户村民的命运得到了改变。3年来，王勋

根据每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情况，采取

一户一策、一人一法。

王勋还通过多方协调，为村里新修了

村室、文化广场、卫生厕所、桥梁道路，安

装了路灯监控，并引进了电网改造等项

目，筹资40万余元，让停办了10余年的学

校重新热闹了起来，曹庄行政村的面貌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曹庄行政村

有日用品有限公司一个，吸纳务工人员50

多人，光伏发电一处，每年贫困户可分红

6000多元。全村贫困户只剩下1户2人，

贫困发生率降到0.15%，曹庄行政村如期

脱贫摘帽。

□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员李军令青俊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杨爱国
王俊鹏）5月13日，在叶县仙台镇南庞庄

村村级集体经济标准化厂房内，80多名

工人按照民用防护服生产操作流程正在

生产线上作业，平均日产量达3万余件。

“我们都是附近的村民，在这儿上

班，计件工资，一天能拿100多元。”村民

杨翠萍说。

南庞庄村辖3个村民小组，174户

640口人，耕地面积1000余亩，其中建档

立卡贫困户67户261人，是扶贫开发重

点村。近年来，该村通过整合扶贫资金，

发展了白术、生姜等种植产业，建起了村

集体经济标准化厂房，为贫困户及村民

提供了100多个就业岗位，实现家门口

就业全覆盖，有效地筑牢了因疫情返贫

的堤坝。

叶县是农业大县、劳动力输出大县，

常年外出务工人数超过20万人，务工收

入占家庭收入的2/3以上。为此，该县千

方百计为务工群众拓展就业岗位。然

而，今年年初突发的疫情给当地群众外

出务工带来一定的影响，返贫风险加大。

为确保贫困群众收入不减，叶县在

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的同

时，连续推出一系列抗疫情、稳就业、保

增收、防返贫的政策和配套措施，利用大

数据为务工人员建档立卡，“点对点”组

织他们有序返岗；县人事劳动部门及时

跟踪服务，了解务工人员的就业动向、收

入情况及权益维护等。针对疫情导致外

出务工人员返乡的现象，该县启动就业

预案，在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后，立即对接

了解其务工需求，积极帮助他们重新就

业。

在外务工人数较多的夏李、常村两

个乡镇，最近因疫情失去岗位的返乡人

员共计34人，其中25人被当地政府安排

就业，8人到村集体经济标准化厂房上

班。前不久，复工复产行动快的龙泉乡

村集体经济标准化厂房面向全县招聘务

工人员800多名。

目前，叶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

91家，复工率达98.9%；中小企业复工

769家，复工率达96.4%；扶贫车间复工

87个，复工率达96%，这些复工复产企业

有效解决了1万多名群众在家门口务工

就业。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王立
勇）“俺们狗群啊，是个可怜的人，从小智

力就有问题，十几岁就没了爹娘，一直以

来都靠我们夫妻俩帮衬生活，我作为兄

嫂愿意成为他的托养人，我也告诉我的

3个孩子，如果我和他爹都不在了，也要

照顾好他叔。”5月7日，武陟县北郭乡蔡

庄村62岁的贫困兜底户张狗群的托养

人雒菊意，热泪盈眶地诉说着她的托养

人宣言。

74岁的雒菊意和她丈夫一直以来

都无私地帮衬着患有二级精神残疾的弟

弟张狗群。几十年来，她都把狗群当自

己的孩子一样在照顾。如今丈夫的身体

每况愈下，她既要照顾小叔子，又要照看

生病卧床的丈夫，而3个子女又都在外

地，家里家外的担子全靠她一人挑着。

即使面对这样的困境，雒菊意还是毅然

决然地在托养协议书上签了字、按了手

印，她笑着说：“那可是一家人啊，哪能不

管？能管一天是一天。”

这一幕发生在武陟县北郭乡“五养

八延伸”暨公益岗位集中签约仪式上，而

同样的感人故事也在各乡镇的“五养八

延伸”签约仪式上上演。今年，武陟县针

对全县建档立卡贫困兜底户，按照“党委

领导、政府主抓，社会参与，因户施策、不

漏一人”的原则，调动各方力量，整合各类

资源，完善集中医养制度，采取亲情托养、

邻里托养、慈善托养、包帮托养等“五种模

式”，延伸公益岗位、培训就业、创业发展、

金融贷款、家庭医生、医疗救助、社会救

助、慈善救助等“八种服务”，建立健全社

会保障兜底服务体系，让贫困兜底户生活

有质量、兜底有保障、幸福有依靠。

截至目前，全县15个乡镇（街道）共

510户1300名贫困兜底户，除因特殊情

况调整的17户外，剩下的493户全部签

订了托养协议，各项政策基本落实到位

并取得明显成效。

村民以前居住的老房子

叶县拓宽就业渠道 防止返贫风险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见习记者李振
阳 通讯员杨绪伟柯智勇）从扶贫“老大

难”到脱贫“明星村”，商城县鄢岗镇崔楼村

实现“华丽蜕变”。

“多亏了大章书记给俺在家门口找了

个工作，没想到60多岁了还能领工资，没给

国家添麻烦，还能给家里脱贫作贡献。”5月

11日，崔楼村贫困户付迟芳拉着前来走访

的邮储银行商城支行负责人贾文静的手感

激地说，而付迟芳口中的“大章书记”就是

该支行驻崔楼村第一书记季大章。

此前，季大章带着帮扶队员在走访中

得知，付迟芳平时在家照顾孙子孙女上学，

闲暇时间较多但无收入，就积极帮其联系

到对工作时间要求不高的该村锦德羽毛

公司上班，活儿不重，还能带回家做，一年

就实现增收两万元。

访民情、问民需、解民难，自从对口帮

扶崔楼村以来，每月的5日、15日、25日逐

户走访农户，已成了邮储银行商城支行全

体帮扶人员开展精准帮扶的规定动作，该

支行对所联系贫困户年均走访达80余次，

对全村农户走访实现全覆盖，切实为贫困

户解决各类问题200余件，爱心捐资捐物

20余万元。

在崔楼村干校农场，秧苗青青，“稻虾”

“稻渔”试验田生机盎然。“没有邮储银行的

支持，我根本走不到今天。”农场承包人饶

家伟感慨万千。创办农场之初资金紧张，

面临着停工困局，季大章主动上门为他讲

解金融信贷政策，帮他积极申请扶贫小额

贷款，该行工作人员冒着风雪来到农场和

饶家伟对接，一次性批贷30万元。如今，农

场经营面积已达680亩，并建立起“公司+

合作社+基地+贫困户”的产业扶贫模式，提

供采摘、清理、种植等扶贫岗位20余个。

“不仅倾心帮咱解决了群众眼前的脱贫

问题，更为咱村谋划了立足长远的产业发展

大问题，现在咱村已形成了以再生稻、莲藕、

香菇、油葵、丝瓜、水产品养殖为主的特色农

业产业集群，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焕然

一新，乡村旅游也兼具雏形，实现了高标准

脱贫。”崔楼村党支部书记曹良美告诉记者。

截至目前，该支行已累计发放“户贷户

用”扶贫小额贷款129户581万元，累计向

该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放72笔2373万

元贷款，解决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产资

金需求，吸纳贫困人口就业400余人。

商城县
金融扶贫
助力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