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县（市）区工商联、扶贫办，
市各直属商会：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指示
精神，打通扶贫产品的“最后一
百米”，鼓励引导社会各界消费来
自贫困村贫困群众的产品和服
务，以消费促进贫困群众增收，
促进精准脱贫。现就深入推进

“百企帮百村”消费扶贫活动通知
如下：

一、总体目标
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

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政府
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互
利共赢的原则，调动社会各界人
士参与消费扶贫的积极性，切实
解决贫困村增产不增收、产品销
路窄、组织化程度低等突出问
题，促进贫困村贫困群众农产
品、畜产品、旅游产品、劳务服
务与市场需求有效对接。促进贫
困村贫困群众产品变商品、收成
变收入、服务变劳务，带动贫困
人口增收脱贫；促进贫困村生产
好产品、打造硬品牌、对接大市
场，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形成可
持续增收长效机制。

二、实施范围
以 8 个有脱贫攻坚工作任务

的县 （市） 区为重点、覆盖全市
190 个贫困村，以建档立卡贫困
村、贫困户为主要支持对象，协
同拉动脱贫户和非贫困户农产品
销售，以购买贫困群众农特产品
和服务为主要手段，鼓励引导包
括全市各民营企业、商会组织在
内的党政军机关、企事业单位、
高校、社会组织等社会各界人士
广泛参与，掀起消费扶贫新高

潮。
三、主要方式
消费扶贫是年度工作重点，

是社会力量参与支持脱贫攻坚的
重要方式。全市各民营企业、商
会组织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消费扶
贫方式，实现结对村贫困群众增
收脱贫。

1.开展集中采购活动。重大
节日前尤其在春节前，全市各民
营企业、商会组织要到结对帮扶
的贫困村入户走访贫困户，集中
采购“百企百千村”扶贫产品、
签署长期收购订单。

2.开展展销活动。全市各民
营企业、商会组织要结合当地有

关会议、会展、庆典等活动，举
办“百企帮百村”特色农产品展
销会，组织企业员工选购。并通
过微信、微博、QQ 群等，积极
对外宣传推介农产品，拓展消费
扶贫市场空间。

3.开展扶贫产品专卖。全市
各民营企业、商会组织要在企业
所属超市、商店、会展中心、办
公楼内，开辟扶贫产品特卖专
区、专柜，销售“百企帮百村”
扶贫产品。

4.搭建电商销售平台。各县
（市）区工商联、商会组织要动员
会员企业新建或开辟“百企帮百
村”扶贫产品电商平台，组织引导

广大会员企业通过这些平台采购商
品。线上线下相结合、经常性分散
消费与活动式集中采购相结合，实
现扶贫从一次性“输血”到持续性

“造血”的转变。
四、工作要求
（一） 加强组织领导。各县

（市） 区工商联要把“百企帮百
村”消费扶贫作为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重要抓手，进一步提高思想
认识，结合当地村情，组织引导
广大民营企业、商会组织购买扶
贫产品，缓解销售难题，促进贫
困群众稳产增收。

（二） 确保产品质量。“百企
帮百村”消费扶贫活动中所售商

品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遵循市
场价格规律，不得销售假冒伪劣
商品、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确保
食品安全。

（三）加强品牌培育。全市各
民营企业、商会组织要探索在贫
困乡村建厂或设立分支机构，引
进先进技术和品牌资源，推广新
型生产经营模式，带动贫困户开
展订单式农业、标准化生产、品
牌化营销，打造名特优产品区域
品牌。

焦作市工商业联合会
焦作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2019年1月8日

关于深入推进“百企帮百村”消费扶贫活动的通知

扶贫长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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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5日下午，温县召开脱贫攻坚推进会。会议听取
了部分乡镇（街道）、行业帮扶单位以及脱贫村代表对当前
脱贫攻坚工作推进情况的汇报及下步打算，就脱贫攻坚问
题整改和当前重点工作作进一步安排，对2019年脱贫攻坚
工作扎实向纵深推进进行部署。会议要求，要以高质量党
建引领高质量脱贫攻坚任务落实；要以党建综合体为载
体，进一步增强凝聚力，推进脱贫攻坚各项工作向纵深发
展。

●1月6日，孟州市相关领导带队对“大走访、大调
研、解难题、办实事、送温暖”活动开展情况及脱贫攻坚
工作进行督导检查。检查组认真听取相关乡镇2018年脱贫
攻坚工作情况汇报，详细查看乡镇、村两级档卡资料，并
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具体意见和建议。检查组到贫困户家中
走访慰问，了解他们的家庭收入情况，鼓励贫困户树立信
心，增强内生动力，靠自己的双手实现脱贫致富。

●1月7日，修武县召开脱贫攻坚推进会。会议听取全
县当前脱贫攻坚工作推进情况，并对2019年脱贫攻坚工作
进行安排部署。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
光荣感、自豪感，勇于担当，总结经验，压实责任，高质
量高标准推进脱贫攻坚工作。

●1月8日上午，中站区领导到府城街道造店村、许衡
街道东冯封村调研督导脱贫攻坚工作。调研组一行认真查
阅了村、户两级档卡资料，并与街道、村两委干部以及第
一书记、帮扶工作人员进行了深入交流。调研组要求，各
级各部门要提高认识，高度重视，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
感，把做好脱贫攻坚工作作为当前的头等大事，统一思
想，全力以赴，高标准高质量做好各项脱贫攻坚工作。

●1月8日，马村区领导带领区扶贫办工作人员到待王
街道西待王村调研脱贫攻坚工作。调研组一行认真查阅了
村、户两级档卡资料，并与驻村第一书记、帮扶工作队以
及村两委班子成员进行座谈交流，详细了解该村扶贫工作
进展情况、扶贫产业和帮扶措施。针对该村目前存在的困
难、问题及下一步推进精准扶贫工作，调研组提出具体指
导意见，要求该村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
好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凝聚人心，形成合力，带领
群众共同脱贫致富奔小康。

本报记者 王 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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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贫困村

沁阳市九渡村

沁阳市南西村

沁阳市解住村

沁阳市闫斜村

沁阳市张庄村

沁阳市西苟庄村

沁阳市大张村

孟州市东孟庄村

孟州市毛庄村

孟州市小石庄村

孟州市雷山村

孟州市马吉岭村

孟州市谢庄村

博爱县南朱营村

特色农产品品种

小米、核桃、蜂蜜、冬凌茶、连翘茶等

蘑菇、草莓

好怡食品（茶饮、地方特产）

生态草莓、山王庄老姜（生姜）

山王庄老姜（生姜）

食用菌、哈密瓜

鞋帮、草莓

黄花菜干菜

粉条、粉面

小土鸡

槐米、苹果

红薯、粉条、粉面、笨鸡蛋、笨鸡

秋梨膏、土鸡蛋、野生蒲公英

白菜、洋白菜、西兰花、萝卜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杨 波13403999219

杨寿金13608630229

贺占营13569170395

孙建光13523356820

张广洲13839100787

王 斌13017509152

李永林15139181501

王文喜15838965498

毛金保15239018028

张二青13663917398

王金霞15978736036

王海军13869160593

李海萍13938192695

余爱理13598522784

序号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贫困村

博爱县太子庄村

博爱县王堡村

博爱县大屯村

博爱县方山村

博爱县玄坛庙

博爱县江岭村

博爱县张毛光村

博爱县探花庄村

修武县南庄村

修武县西水寨村

武陟县南官庄村

武陟县南张村

武陟县西司徒村

示范区宝丰寨村

特色农产品品种

白菜、萝卜、山药

白菜、萝卜

白菜、萝卜

红薯、红薯粉、粉条、粉皮

核桃、小米、花椒

石磨面、小米

核桃

核桃

松花蛋

松花蛋

白菜

蔓茎

草莓

红薯粉条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焦大财13782758631

朱 良13569187212

马艳军13782758123

张小军15978766875

葛 新13782680850

闫胜利15138069299

杨富玲13782641095

毋正茂13939139186

李国顺13069469978

都新平13603890505
曹金保13782887381

张小毛13462423418
张小平13598530673

张延太15225840183

程利伟15225811111

贾小东13839163522

贫困村特色农产品统计表
统计时间：2019年1月

本报记者 王 颖
实习生 李子晗

“贫困户柴菊让送来自家打
的红薯粉，虽然再三婉拒但还
是送来了，我便买了一箱牛奶
回赠。驻村一年来，从开始的
不被信任甚至被骂街，到现在
以兄弟姐妹叔婶相称，还送来
自家的农产品。我相信只要用
心干工作，群众一定会认可。”
近日，马村区农林水利局驻小
李庄村第一书记梁峰在微信工
作群里发出的这段感言，引起
了记者的注意。

从被骂街到跟群众成了亲
人，梁峰是如何走进村民心里
的？带着疑问，记者到马村区
安阳城街道小李庄村采访。

小李庄村是马村区唯一的
省级深度贫困村。全村 59 户
274 人，建档立卡贫困户 22 户
88人。

“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有挑
战，越能干出成绩。”自 2017
年11月驻村以来，梁峰不断给
自己鼓劲儿。他挨家挨户到贫
困户家中走访，了解他们的致
贫原因，帮助解决家庭生活中
的困难。

2018年初夏，一场罕见的
大暴雨袭击我市，正在村委会
办公的梁峰坐不住了。“老村和
田门工人村的房子年久失修，
不仅漏雨还有一些安全隐患。”
想到这，他冒雨到村民家里走
访。

“你们这些干部都是干啥吃
的？让老百姓住到这地方，外
边下大雨，家里下小雨。”梁峰
刚走进一户村民家中，就被女
主人骂骂咧咧地推搡出来。看
着房子多处漏雨，女主人把多
年来因企业占地导致他们举家
搬迁的怨气都发泄在了梁峰身
上。

这一顿数落让梁峰感觉像
被浇了一盆冷水，从头凉到了
心里。

那夜，梁峰辗转难眠，虽
然满心的委屈，但他没有退
缩：“老百姓的事，我不能不
管。”第二天一早，梁峰把村民
家里漏雨的情况向相关部门反
映，不仅争取到了房屋维修项
目，而且还为大家申请到了房
屋维修补贴。

很快，维修补贴发到了村
民手里，大家不禁对梁峰刮目
相看。“咱村的驻村第一书记心
里装着老百姓，能办事！”对梁
峰的夸赞在村里流传开来。

64岁的贫困户李旺洲靠养
羊维持一家 4 口的生计，由于
羊的品种不佳，收入一直不
高。梁峰了解情况后，积极联
系马村区畜牧中心，为他申请
优质种羊，并邀请专家到家里
对李旺洲进行指导。

贫困户李学亮因意外事故
导致下肢瘫痪，面对妻儿无法
供养、自己下半生要与轮椅相
伴的现实，他态度消极，甚至
产生轻生的念头。梁峰一趟趟
到家里与他谈心交流，帮他家
申请困难救助，为李学亮申请
了低保、残疾人重症补贴，给
他送来洗澡椅、坐便器……

“梁书记解开了我的心结，
也给俺家送来了温暖，让我对
未来充满了希望。”李学亮说。
作为同龄人，梁峰和他以兄弟
相称，激励他振作精神，加强
锻炼，还鼓励他将来在家里开
个网店发展电子商务，自食其
力脱贫致富。

在梁峰的带动下，小李庄
村实施“公司+贫困户”的模
式，发展中草药种植。贫困户
不仅能够每年拿到 500 元保底
收益，还有销售分红，另外还
能到种植基地打零工赚取工
资。

驻小李庄村第一书记梁峰：

真心真情真干 脱贫致富不愁

本报记者 赵改玲

“太感谢村里的扶贫干部
了，可算了却了我的一大心愿
啊。”前几天，中站区龙翔街道
赵庄村的 84 岁老人许长江见到
该村第一书记马兵后，拉着他的
手说。

到底是啥事，能让老人如
此激动呢？原来，拖累了他大
半辈子的二儿子许小国，也能
靠自己的劳动领到工资了。这
要是在过去，许长江老人想都
不敢想啊。

许小国今年 56 岁了，属于
智力二级残疾，他还有个正在上
职业学校的儿子，两个人的生活
来源主要靠低保和救济。

马兵在走村串户时了解到，
许长江和他的两个儿子家都是贫
困户，特别是许小国家，日子尤
其过得不容易。

如何帮许长江老人及其儿子
脱贫？“可以将许小国安排到公

益岗位。”马兵经过一番思考后
有了主意。许小国虽然是智力残
疾，但有一定劳动能力，从事简
单保洁工作他还是能胜任的。

为了给许小国申请公益岗
位，马兵跑前跑后。去年 12 月
份，许小国正式上岗了。每天他
只需工作半天，扣除各种保险，
发到手每月能拿738元。

许 小 国 干 得 咋 样 ？ 1 月 4
日，记者在赵庄村看到，这里的
山路虽崎岖不平，但很干净，没
有垃圾，这一切离不开许小国的
辛勤劳动。“许小国工作起来可
上心呢，每天早早就起来扫地，
村民对他评价很高。”马兵介绍。

干满一个月后，许小国就能
领到工资了。虽然还没有到发工
资的日子，可许小国已经开始憧
憬领工资的那一刻了。这可是他
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啊！

打算咋花？许小国憨憨地笑
着说，要给老父亲、老母亲买点
好吃的，孝敬他们。

2019 年，许小国每月的收

入将会更多。除了此前有的低
保、残疾人补贴、生态补贴、金
融分红、保洁工资外，他还将领到
光伏发电增收到户收益、产业带
贫项目收益等更多扶贫收入。算
下来，只许小国一人，2019 年将
有近2万元的收入。可以肯定地
说，他家2019年能实现脱贫。

2019 年，还有喜事在等着
许小国呢，他的儿子将从职业学
校毕业。等到许小国的儿子参加
工作后，家里的经济条件会更
好。

许小国穷过、苦过，他的媳
妇因对生活不抱希望，在孩子4
岁时喝农药自杀了。现在，有了
政府的扶贫政策，许小国看到了
生活改变的希望，他母亲的脸上
也多了些笑容。

看到儿子不像过去那样衣食
无着，终于可以凭劳动吃饭了，
他的老父亲特别想对马兵表达一
下谢意。这不，去年年底，他辛
苦种的核桃红薯，说啥也要送给
马兵尝尝。

许小国上岗记

本报记者 王 颖
实习生 李子晗

1月8日，天寒地冻，气温低
至零下 5 摄氏度，武陟县西陶镇
张武村泰丰食用菌种植产业扶贫
基地的白灵菇大棚里却暖意融
融。一排排菌包摆放得整整齐

齐，白灵菇从中“钻”出来，几
名工人忙着将已经成熟的白灵菇
采摘下来，放到一旁的筐子里。

“我今年 63 岁了，没想到在
家门口还能找到稳定工作，一个
月能赚 1500 元钱。”张武村贫困
户原存祥一边采摘着白灵菇，一
边跟记者聊了起来。

原存祥一家 3 口人，他的儿

子患有强直性脊椎炎，不能干重
活，小孙子上学花销大，一家人
仅靠几亩薄地维持生计，是村里
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这几年，村
两委干部和扶贫干部不断到原存
祥家里，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

“国家的扶贫政策好，但是咱
不能坐等靠，要想致富还得自己
加劲儿干。”原存祥说。为了给孙
子树立好榜样，位于村西头的泰
丰食用菌种植产业扶贫基地建成
后，原存祥主动申请到基地务
工。现在，他成了基地的长期
工，负责看护基地的食用菌大
棚，并干一些采摘的工作。

扶贫扶长远，长远看产业。
西陶镇地处黄沁河之滨，下辖22
个行政村，有 246 户建档立卡贫
困户。脱贫攻坚战打响以后，西
陶镇党委、镇政府科学谋划，因
地制宜，结合产业扶持政策，探
索“公司+基地+农户”的扶贫模
式，扶持河南武怀食品有限公司
和河南康康食品有限公司联合在
张武村建立了泰丰食用菌种植产
业扶贫基地，一期已经建成 9 座
香菇大棚和11座白灵菇大棚。该

扶贫基地采取入股分红、基地就
业、庭院种植、技术培训、科研
培训、电商培训等模式，吸引贫
困户参与其中，拓宽他们的增收
渠道，实现稳定脱贫。

56岁的西陶镇小南张村贫困
户李胜利做了大半辈子农民，没
想到自己有一天能当上“股民”。

泰丰食用菌种植产业扶贫基
地结合该镇实际，针对那些没有

“造血”能力的贫困户家庭，将专
项产业扶贫资金作为贫困户的股
份入股，基地每年拿出不低于股
份 10%的资金作为分红。在日前
举行的分红仪式上，李胜利高兴
地领到了1000元现金分红。

“俺家有个常年卧床的病人
需要照顾，眼看着人家都去基地
干活了，我也着急啊！”回忆起一
年多前的场景，张武村贫困户丁
巧翠非常感慨。扶贫干部了解到
丁巧翠想参与种植食用菌的愿望
后，立即和泰丰食用菌种植产业
扶贫基地协商解决办法。让丁巧
翠没想到的是，扶贫基地的工作
人员帮助她在自家庭院和菜地里
建起了简易的食用菌菇大棚，并

为其提供菌棒，全程跟踪服务，提
供技术指导，并承诺高价回购。

看着自家大棚里长势喜人的
白灵菇，丁巧翠笑着说：“俺家种
这些白灵菇没啥大投资，还有送
上门的技术，成熟后不用愁销
路，预计这一年能净赚5000多元
钱。”

目前，泰丰食用菌种植产业
扶贫基地与西陶镇12户因在家照
顾重病家庭成员不能外出务工的
贫困户全部达成了种植意向。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为
了激发贫困户的内生动力，泰丰
食用菌种植产业扶贫基地连续组
织了 4 期食用菌种植技术培训
班，培训贫困人员100余人次。

如今，泰丰食用菌种植产业
扶贫基地成功突破了羊肚菌人工
栽培的技术攻关。这种食用菌市
场销售紧俏，今年 3 月试种成熟
进入市场销售后，将为贫困户带
来更多的收益。

武陟县西陶镇：“菇”舞人心带动脱贫

张武村贫困户刘庆凯（右）正在采摘白灵菇。
本报记者 王梦梦 摄

梁峰（中）
到贫困户李学
亮家中走访，
了解其入冬生
活情况。

本 报 记
者 王 梦 梦
摄

昨日，温县赵堡镇绿康产业扶贫基地，工人们正在犁地。据了
解，该扶贫基地总投资2000万元，占地400亩，从事大棚蔬菜种植、
农副产品销售、休闲观光等经营活动，采用项目分红带动务工、合作
创业、慈善拓展的模式，为全镇150名贫困户分红，每户每年可获得
保底收益800元，并为60名贫困户提供就业岗位，每人每天收入50
元至80元。 本报记者 王梦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