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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政策一箩筐 咱们要好好干”
河南省唐河县城郊乡王庄村脱贫摘帽记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丰兴汉

河南省唐河县城郊乡王庄村的
脱贫户王万才，靠着“到户增收”扶贫
项目，与妻子开起了豆腐坊，从此踏
上了稳定增收路。不久前，他获得了
河南省脱贫攻坚奋进奖。

同王万才一样实现脱贫的，在王
庄村还有226人。2018年是王庄村
的“脱贫摘帽年”，开启了村民们决胜
全面小康的美好新篇章。

道路通畅，灯光明亮

王庄村有9个自然村2310名村
民，位于唐河县城西大岗丘陵区。虽
然离县城不足5公里，但基础条件极
差，两年前，出村只有一条泥巴路，

“骑着自行车带筐鸡蛋去城里卖，没
到城里鸡蛋就颠烂一半”。交通不
便，农产品和生产资料运输困难一直
是阻碍村里发展的“瓶颈”。

如今，出县城沿省道拐过麦仁
店，就能看见一条笔直的水泥路贯穿
王庄。王庄村脱贫责任组长涂松森
告诉记者，王庄9个自然村的道路目
前已全部硬化，全长 8.6 公里；新架
桥梁 2 座，4.5 米宽的水泥路交通畅
通。附近张店镇和本乡谢冲村的群
众也跟着受益，红薯等农产品再也不
愁运不出去了。

“路通畅，灯更亮；臭水塘上建广
场，丹江活水润心房”。村里安装太
阳能路灯80余盏，过去走“摸黑路”
的村民终于能行走在明亮宽敞的马
路上；填平一个废弃的臭水塘，建起
了3000平方米的文化广场，演出舞
台、体育器材一应俱全；508 户村民
喝上了南水北调的丹江水，实现了整
村“安全饮水”全覆盖。

此外还有土地整理、“空心村”整
治、电网改造、美丽乡村建设等项目
陆续实施，让全村群众乐享脱贫攻坚
的政策福利。

创业有门，就业有路

如何稳定脱贫？王庄村党支部
书记李新霞说，创业有门道，就业有
门路，脱贫才有保障。

村民杨雪英身体患有疾病、丈夫
早亡，但有服装加工经验，根据她的
这项技术，李新霞协调3.8万元帮她
建起了家庭服装加工车间，为一家商

贸公司做来料加工，每件劳保服加工
费 10 元，村里妇女空闲时也可来车
间打零工增加收入。

杨雪英说：“18台机器安置近20
名工人，其中贫困户 5 人，每人每年
收入1.8万元，脱贫没问题。”

要想快脱贫，还得靠能人。村
民李书强原来在南阳宾馆当厨师，
后来回村成立了“书强红薯合作社”
和电商服务站，开辟红薯种植基地
和农产品电商销售渠道，吸纳了 25
户贫困户抱团发展。去年，他免费
给全村贫困户每户发放 3000 株种
苗，以高于市场价 1 角钱的价格回
收红薯。并通过在合作社务工、土
地流转、入股分红等形式带动贫困
户增收。

“每年线上和线下销售本地农产
品3000万元以上，入社的49户贫困
户去年已脱贫38户。”李书强说。

李新霞说，按照县乡安排，全村
贫困户都要参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每个有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众至少要
参加一门实用技术培训，都有一个就
业门路，从而实现产业和就业的全覆
盖。如红薯产业，不仅有李书强的合
作社，还有潘国营的合作社、袁泽燕
的粉条加工厂生意都很好。此外，村
里还推出了“豫薯香”“唐州百味”“麦
仁店”等网红品牌。

目前，王庄村 79 户贫困户已全

部加入合作社，有劳动能力或部分劳
动能力的 112 名贫困群众都实现了
就业，再加上县乡政府提供的 10 个
公益岗位、14个“保险宣传员”岗位，
不仅实现了贫困群众就业全覆盖，个
别能干的村民还实现了叠加就业。

政策扶持，实干脱贫

导致贫困的原因有很多，但稳定
脱贫的途径只有一条：政策扶持+勤
干实干。王庄村把这一脱贫模式“复
制—粘贴”，再加上个性化“定制套
餐”，带领一个个贫困家庭实现了脱
贫并走上致富路。

潘付峰一家的脱贫经历，代表了
王庄村每个贫困户脱贫的成效。

王庄村袁庄组的潘付峰家有5口
人，潘付峰患有强直性脊柱炎，为4级
残疾，干不了重活，子女的学费更加
重了家庭负担。其帮扶责任人、唐河
县直工委书记谭国强告诉潘付峰，要
重视教育，坚持发展致富项目，供女
儿上大学，“一定要靠知识改变命
运”。

潘付峰给记者算了一笔收入
账—— 种 植 1.5 亩 地 膜 双 季 甜 玉
米，“到户增收”项目帮扶 4000 元，
两季共收入 5000 多元；妻子参加
公益岗位劳动，每月收入 710 元；
办理 5 万元小额贷款参与众享农机

合作社每年分红 3300 元；参与袁
泽 燕 三 粉 加 工 合 作 社 每 年 分 红
1000 元；政府部门为全家 5 口人办
了低保，每月领取 1025 元，本人享
受每月 60 元的残疾人补贴，“雨露
计划”给上大专的女儿每年补贴
2000 元……

潘付峰说：“政府给的好政策有
一箩筐，咱们一定要好好干。”2018
年年底，潘付峰一家脱贫了。今年，
他们干劲十足，计划种植三季甜玉米
和优质红薯。空闲时潘付峰就和妻
子一起参加村里的公益性岗位劳动，
主动为村里打扫卫生、清理杂物。

班子建强，队伍壮大

“想不到工作量如此大、群众需
求如此多、扶贫工作标准如此高。”王
琛是唐河县编办派驻王庄村的第一
书记，他用3个“想不到”形容自己初
来王庄村的感受。

作为“第一书记”，王琛深感肩上
担负着更多的责任。“如何让贫困户
脱贫？”“如何让扶贫项目长久做下
去？”“如何让农产品打开销路？”……
带着这些问题，王琛和村两委班子成
员每天忙着走访贫困户、整理档案资
料、协调扶贫项目。

值 得 欣 慰 的 是 ，王 庄 村 已 于
2018 年年底在全县第一批完成“户
脱 贫 、村 出 列 ”，实 现 脱 贫 摘 帽 。
2014 年，全村共有贫困户 79 户 255
人，目前仅有 20 户 29 人，贫困发生
率由 2015 年的 11.03%下降到现在
的1.25%。

“班子强才能根子硬。村级党组
织建强了，帮扶队伍壮了，增收路子
宽了，群众才有盼头。”城郊乡党委书
记张瑞良对王庄村的党建助脱贫工
作如数家珍：“市里派了工作队、县里
派驻了第一书记、乡里一名副乡长担
任村责任组长，县直单位有 47 名干
部担任帮扶责任人。”

“坚持抓好党员和村组干部队伍
建设，把村内致富能手培养成党员干
部，把党员干部培训成致富带头人，
以党员创业增收引领群众增收致
富。”唐河县委书记、县长周天龙说：

“党员干部成为王庄村脱贫攻坚的
‘火车头’，扶贫帮困成为党员干部锤
炼党性的‘试金石’和‘展示台’。”

本报讯 记者张毅、通讯员
何汪维报道：“帮扶培养出一名大学
生并协助就业，就是为贫困家庭竖
起了一根‘顶梁柱’。”陕西西咸新区
秦汉新城针对贫困家庭学生推出教
育扶贫系统工程“顶梁柱工程”，确
保贫困家庭学生义务阶段零辍学，
高中（中职）阶段把有学习能力的贫
困生一路护航至高校，让有就业意
愿的贫困生接受职业教育、学一门
技能，健全贫困家庭的自我造血功
能，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秦汉新城采取“国家扶助+新
城补助+社会资助+学校帮助”的办

法，每年从财政资金中拿出60万元
设立教育生活补助资金，为当地户
籍学前段、小学段、初中段、高中（中
职）段、大专高职段、本科及以上段
在校贫困家庭学生每人每年分别发
放 800 元至 7000 元不等的教育生
活补助。同时，安排学校对贫困家
庭学生进行学法指导、心理疏导、养
成教育、励志教育，鼓励他们振作精
神、积极进取。

截至目前，“顶梁柱工程”合计
发放教育扶贫资金136.46万元，累
计资助、辅导学生 464 人，其中 43
人考上大学，毕业后就业2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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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生态里打造脱贫产业

发挥贵州省台江县的地理环境优势，中国蜂产品协会帮

扶台江县发展投入少、见效快、保护环境的养蜂产业，并跟进

加强管理、培训养殖技术、规范生产，以提高产业层次，延长

产业链条，为当地贫困群众拓宽了致富渠道

贵州台江县

“甜蜜的事业”助增收
本报记者 刘 瑾

江西省鹰潭市龙虎山景区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着力打造有机茶
叶基地、石蛙养殖基地、优质稻基地和农家乐基地，拉动当地群众脱贫致
富。图为贫困户在龙虎山景区大棚内修剪花卉。

刘志琨摄 （中经视觉）

王庄村建起的文化广场，丰富了村民的文化生活，激发了贫困群众脱贫内生动力。 （资料图片）

王庄村脱贫户王万才（右）依托“到户增收”项目开起了豆腐坊，踏上稳定增
收路。 （资料图片）

贫困村收到“大礼包”
本报记者 文 晶 通讯员 冯再雷

“多亏了党和政府的好政策，才
有了我现在的好日子！”从十七冶集
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喻世功手中接过
慰问金时，安徽省定远县蒋集镇秦集
村脱贫户封玉英高兴地说。

封玉英原是贫困户。她一家 4
口人，儿子和孙子都有残疾，只能守
着几亩田地兼打零工维持生活。
2017 年，十七冶集团安徽达成建安
公司副总经理刘金海被选派到秦集
村担任村党总支第一书记、驻村扶贫
工作队长，通过走访调研了解到封玉
英家的情况，帮助她的儿子在当地的
家庭农场找到了工作，还帮助她家发
展产业。

秦集村过去以传统农业为主。农
业增效慢，农民增收难，贫困户较多。
十七冶集团对口帮扶秦集村后，结合
企业自身特点，除了开展常规的慰问
帮扶外，还在产业、就业、公益和技能
培训等方面开展精准扶贫。

2017年，秦集村79户贫困户种
植的103亩土豆获得丰收，然而因各
地土豆同时上市，销售成了难题。刘
金海积极向集团报告，得到集团支
持，十七冶集团出资26万元把全村6
万公斤土豆全部收购，使贫困户户均
增收3000元。

为了让村民长期受益，十七冶集
团从党费中拿出 30 万元，帮助秦集

村建设了一个温氏养殖基地，由温氏
集团提供猪苗、饲料和技术，由当地
养殖大户承租，每个基地每年6万元
的租金部分归村集体收入，部分用于
贫困户分红，贫困户还可以在基地务
工获得收入。“我每个月有 2000 多
元收入，离家不远，还不影响干农
活。”在温氏养殖基地务工的贫困户
葛大友说。2018 年，秦集村股权总
收益达到 23.5 万元，贫困户按照每
股分红 2.15 元的标准进行收益分
配，共分红15.75万元。

2019 年一开年，十七冶集团又
拿出6万元慰问贫困户，同时捐赠资
金65万元，帮助该村发展产业，壮大

村集体经济。据统计，两年多来，十
七冶集团已累计向秦集村捐赠钱物
达160万元。

“贫困户有一技之长，就业才能
有保障。”刘金海说，为了帮助贫困户
提高就业技能，他联系集团公司在村
里举办了 3 期木工、瓦工、水电工等
职业技能培训班，155名村民参加培
训，村民通过培训获得了职业技能操
作鉴定证书，找工作很有优势。

“助力脱贫攻坚是公司义不容辞
的责任，除了继续做好对秦集村的帮
扶，公司还积极接收符合条件的贫困
群众来公司就业，最终实现‘一人就
业，全家脱贫’的目标。”喻世功说。

在中国蜂产品协会帮扶的蜂
业精准扶贫项目中，贵州省台江县
台拱街道红阳村村民邰一先领到
了 100 群蜜蜂。按照他们村采取
的“合作社+能人+贫困户”模式，
邰一先将和他带动的 25 户贫困户
一起，共同发展这项“甜蜜的事
业”。

由中国蜂产品协会和贵州省蜂
产品协会共同推进的这项精准扶贫
示范项目计划投入资金70万元，购
蜂 738 群，举行两期培训。目前，
620群蜜蜂已发放到贫困户手中。

位于贵州省东南部的台江县，
苗族人口占98%。台江县是贵州省
66个贫困县之一，9个乡镇（街道）
除台拱街道和萃文街道外，其余 7
个乡镇均为贫困乡镇。目前，全县
有6073户2.35万贫困人口。

“实现2020年全县农村贫困人
口全部脱贫，发展养蜂产业是首
选。”台江县县长杜贤伟说，台江县
森林覆盖率高，蜜源植物丰富，发展
蜂产业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根据县
里的地理环境状况，只有发展短、
平、快项目，不与农业争地，投入少，
还保护人居环境和旅游环境，又能
让贫困户迅速增收，最理想的就是
养蜂产业。”

中国蜂产品协会常务副会长赵
小川介绍，为推动精准扶贫工作有
效开展，台江县委、县政府通过实地
调研，确定了每个贫困户要发放的
蜂群蜂箱数量，并根据台江县蜜源
资源条件，购买了蜂箱和适合台江
县养殖的蜂群。

杜贤伟算了一笔账，台江县可
采集蜜源达30万亩，可容纳蜂群两
万群以上。蜜蜂养殖投资不大，每

吨蜂蜜仅需投入2000元，而销售收
入可达16万元以上。以一个蜂农养
殖蜜蜂30箱计算，每箱年产蜂蜜30
斤，按每斤 80 元计算，年销售收入
可达 7.2 万元，净收入可达 4 万元。
养一群蜜蜂可实现净收入1333元，
2万箱蜜蜂可净增效益2666万元，
使1000户农户脱贫致富。

“有了蜂群和蜂箱只是完成了
蜂业精准扶贫的第一步，加强管理、
进行培训、规范生产同样重要。”赵
小川说，为了保障脱贫项目的实际
效益，他们还邀请了部分行业企业
进行对接，并对今后的市场推广进
行筹划。

杜贤伟告诉记者，台江县计划
引进种蜂2338群，目前南宫镇已引
进蜂群 480 群，其他乡镇也正在积
极采购中，有的养蜂户已经初见
效益。

据台江县东老村养蜂合作社社
长周业作介绍，东老村养蜂合作社
现有 59 户社员，其中 36 户是贫困
户。该合作社采取养蜂人占50%、
合作社占2%、贫困户占48%的比例
分红。合作社从 2018 年 3 月份开
始，由乡扶贫办购得中蜂80箱由东
老村养蜂合作社饲养，到目前已摇
蜜近 348 公斤，产值约 7 万元。同
时交包养殖点养蜂 60 群，得蜜 48
公斤。

蜂蜜行业的市场推广离不开消
费者对品牌的信任。赵小川表示，
打造台江县蜂产品品牌，蜂农还需
加强学习，进行标准化养殖。此外，
要注重蜂产品的精深加工，加快蜂
蜜及蜂胶、蜂王浆等高附加值蜂产
品的开发，提高产业层次，延长产业
链条，拓宽致富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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