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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上午，由陕西移民搬迁
集团和陕西农垦集团共同出资建设的
定点脱贫项目——吴堡县扶贫手工空
心挂面厂正式揭牌成立。这是继宝船
玩具有限公司之后吴堡县的第二家扶
贫社区工厂，谱写了吴堡县移民搬迁
扶贫工作的崭新篇章，也标志着吴堡
手工空心挂面产业又将迈上新台
阶。近年来，在众多优秀企业的积极
参与下，吴堡县充分利用国企助力脱
贫攻坚这一重要平台，先后建成了一
批扶贫车间、扶贫工厂，有力加快了全
县脱贫攻坚步伐。

走进吴堡手工空心挂面扶贫工厂
作业车间，一派繁忙景象，工人们和
面、切面、晒面、分拣、称重、包装各司
其职……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订单任
务。“我们这里现在有40多名工人，大
多数都是移民搬迁小区的贫困户，大
家在家门口上班，干劲儿很足，现在试
运营阶段已经达到日生产1400余斤
的产量，相信未来生产效率会更好！”
该工厂负责人薛树勤说道。

移民搬迁小区搬迁户霍爱荣正
在码放货箱，自从与儿子来扶贫工
厂工作以后，父子俩铆足劲儿干活，
家里经济收入稳步增长。提到自己
家的脱贫致富路，霍爱荣心怀感激：

“我儿子是这里的技术顾问，我俩每
个月加起来能挣7000多元，党的扶
贫政策让我们家摘掉了穷帽子，过
上了好日子！”

据了解，该扶贫工厂现有工人
45 人，主要从事挂面生产加工、包
装、发货等业务，主要通过网络销售
和电商直邮的模式拓展市场。建厂
后预计年产挂面90万斤，年产值760
万元，年创利120万元，可提供35个
扶贫工作岗位，带动70余名贫困人
口就业，直接就业人员年均增收5万
元，项目利润反补贫困户可使450户

1200余人受益。
2018年，吴堡县和扬州宝船婴

幼儿用品公司，在怡馨小区合资成立
吴堡县宝船玩具有限公司，是该县第
一个标准化移民搬迁社区工厂，主要
从事婴幼儿毛绒玩具、宠物玩具、家
纺用品、服装等产品的生产与销售。
设有电脑绣花车间、电脑缝纫车间、
手工车间、自动充棉车间等，拥有
120多台高端生产设备。截至目前，
工厂共就业贫困劳动力103人，其中
移民搬迁户64人，人均月收入可达
2500元左右。工厂实现了搬迁群众

“楼上居住、楼下就业”，挣钱持家两
不误，有效化解了留守儿童、空巢老

人的问题。目前，社区工厂还在进一
步扩大招工规模，满编后预计可提供
就业岗位200个。

陕北盛产红枣，枣木资源也较丰
富，很多人都用它当柴烧，造成大量
优质木材资源流失浪费。2018年，
吴堡抓住苏陕协作机遇，引进发航木
梳工艺品有限公司，以制作木梳及枣
木类工艺品为主，优先面向贫困户收
购枣木，同等条件下招工优先贫困
户。截至今年，每年为帮扶的贫困户
每人保底分红 600 元。把“扶贫车
间”建在贫困群众家门口，对贫困户
来说，实现了家门口就业和脱贫增
收；对企业来说，破解了招工难；对贫

困村来说壮大了村集体经济，减少了
社会矛盾，实现了三方共赢。同时，
公司也在不断挖掘和开发枣木的艺
术价值和商品价值，为吴堡的旅游产
品增加新品种。

吴堡县副县长刘斌表示，今后，吴
堡县将按照“吴堡所需、国企所能、协
作见效”的原则，精准对接、整合力量，
协调联动、深化协作，全力优化营商环
境，对企业给予最大优惠和“保姆式”
服务，积极协调解决发展中的困难问
题，把扶贫车间、扶贫工厂建设好、管
理好、运营好，着力构建小车间带动大
扶贫的良好局面，为脱贫攻坚和乡村
振兴提供有力的产业支撑。

面水依山，枣树成片，河滩阔
美。如今，绥德县枣林坪镇民俗文
化展新貌，产业兴旺有活力，这点点
滴滴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既凝聚
着镇村老百姓的勤劳和智慧，也浸
透着扶贫专干王宝利的心血和汗
水。今年39岁的王宝利，2016年接
任绥德县枣林坪镇扶贫专干，他是4
户贫困户的帮扶责任人，作为一名
扶贫专干，他深知肩上担子的分量。

埋头苦干业务精

2016年，枣林坪镇建档立卡贫
困户1280户3336人，贫困村9个，
占全县贫困人口的4.8%，脱贫攻坚
任务艰巨。为快速转换角色，王宝
利来到岗位上的首要工作，就是认
真研读省市县关于精准扶贫的各项
政策知识，了解全镇各村所有贫困
户的基本情况，摸清扶贫工作思
路。为迎接“省考”和“国考”，他更
是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在枣林坪
镇政府，王宝利办公室的灯光总是
最晚熄灭的，连续几个月都是晚上1
点多睡觉，早晨6点起床。扶贫工作
千头万绪，他把工作任务按轻重缓
急分类写好，力求当日事当日毕。

在镇村两级干部的共同努力
下，2017年，该镇全面完成了贫困
人口核实和数据清洗工作，按照贫
困户和贫困村退出577标准，严格
执行脱贫退出6个程序，王宝利规
范各类档案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圆
满完成年度脱贫及动态调整。在省
级交叉检查和国家交叉检查期间，
王宝利配合上级领导坚持问题导
向，逐条逐项进行了认真整改，最终
顺利通过。

真情帮扶暖人心

在结对帮扶工作中，王宝利通过走访了解到，枣
后坪村贫困户郝倩倩品学兼优，在2016年成功报考
了成都医科大学，但因家庭生活困难交不起高昂的
学费，王宝利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对郝倩倩说：

“你放心去上学，学费我来解决。”于是他动员村干部
及村民通过爱心捐款顺利筹措到了当年的学费。为
了保障郝倩倩不因贫退学，王宝利向她承诺：大学不
毕业，帮扶不停止。大学期间，他不仅鼓励郝倩倩自
力更生，还每个月固定从工资中拿出一部分钱资助
她。记者通过电话采访，远在成都读大四的郝倩倩
感激地说道：“王宝利叔叔资助我上学已经四年了，
没有他就不会实现我的大学梦。”带着真情，带着使
命，扶贫路上，王宝利胸怀赤子心，与村民们相携相
伴，一路前行。

“银保监局工作队真是太好了，这几年靠着养
羊，我顺利脱贫了，非常感谢他们给我寻了一个脱
贫致富的好路子。去年春节前后羊肉市场行情
好，我卖了43只羊，再加上卖羊羔、羊绒和羊皮，
一下就有8万块钱的收入……”看着妻子治病和
儿女上学的费用都有了保障，佳县店镇石窑村脱
贫户高文明感到心里踏实。

高文明感谢的正是陕西银保监局。陕西银保
监局派出工作队驻村扶贫以来，大力推动产业发
展，拓宽扶贫产品销售渠道，积极探索消费扶贫，
促进群众脱贫致富，全面助力脱贫攻坚。

佳县因地制宜地提出“东枣西果北蔬菜、旅游
畜牧杂粮中药材”的产业扶贫布局。南部山区这
块硬骨头，经过多年的努力探索，围绕“旅游畜牧
杂粮中药材”，催生了一个个“家庭小农场”如雨后
春笋般出现。

石窑村位于佳县东南33公里处，全村共有
267户 752人，其中贫困户41户 113人。近年
来，在国家扶贫政策的大力支持下，特别是在驻
村工作队的帮扶下，这里的村民纷纷开办了自家
的养羊场和养鸡场，山地里种着谷子等杂粮，枣
树下长着远志、柴胡等中药材，种的玉米喂羊、杂
粮壳喂鸡、羊粪鸡粪反哺土地，微循环生产链基
本形成，正是这些“家庭小农场”让农民的钱袋子
鼓起来。目前，全村共有养羊户32户存栏1500
余只，单户最多养150只；养鸡户150余户，单户

最多养200余只。
驻村工作队通过项目引进和消费扶贫，推动

石窑村“家庭小农场”不断发展壮大。今年，从榆
林畜牧兽医服务中心引进10只优质白绒山羊，分
发给10个养殖大户，通过协议约定一个养殖大户
向一个养殖小户赠送1只百天以上的羊羔，并免
费提供种羊和技术指导，这样下来，就能带动20
户养羊贫困户。2019年，石窑村脱贫的7户贫困
户就有5户在此项目中受益。其中，刚脱贫的张
书学在领羊现场高兴地说：“这10只羊可美了，明
年春季，我准备把羊圈整修一下好好养羊。”

在佳县北部东奥牧业农场打工的贫困户张书
锋准备今年也在家办个小农场。他说：“人上年纪
了，体力也不如从前了，在家跟婆姨有个照应。去
年银保监局驻村工作队帮我把小米卖了个好价
钱，我准备利用在农场学习的经验在家养一些土
公鸡，经营好自己的小农场。”与他持有同样想法
的还有贫困户张卫生、刘根义……

“受客观条件限制，巩固脱贫成效还要继续夯
实家庭小农场在产业扶贫中的地位，树立先进典
型，并尝试利用农民专业合作社，把家庭小农场连
接起来形成合力。今年，打算借助银保监局注入
的产业扶贫资金，建立一个小型杂粮加工厂，不断
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尽最大努力帮助农民增产
增收。”谈起今年的帮扶措施时，银保监局驻村工
作队队员张虎胸有成竹地说。

定边：

完成“三温三雨”
观测设备安装调试

本报通讯员蒋伊妮 贺彩萍报道 为避免单个温
度传感器和单个降水传感器测量气温和降雨量存在的
弊端，确保观测数据的完整性、准确性，7月27日，定
边县气象局对“三温三雨”观测设备进行了安装调试，
为气象观测及预报业务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据了解，“三温三雨”是新型自动站温度雨量融合
系统。温度雨量融合系统包含气温多传感器标准系统
和降水多传感器标准系统，采用融合算法，能解决现行
自动气象站气温传感器和雨量传感器出现故障导致数
据异常或缺测的问题，确保气温和雨量观测数据的完
整性和可用性，大大提高了观测自动化的程度，减轻人
工维护工作量。

吴堡县郭家沟镇：

新建、改建农村卫生厕所
700座以上

本报通讯员韦江江报道 “我们家以前用的旱厕，
很不卫生，特别是到了夏天，气味异常难闻，上厕所十
分不便。今年，镇上统一搞厕所改建，还能享受政府补
贴。”7月23日，郭家沟镇钻天咀村村民慕海龙说起自
家新建的厕所，满脸透出喜悦之情。近日，在吴堡县郭
家沟镇各村，一座座造型别致、环境整洁的新建卫生厕
所让人眼前一亮。今年以来，郭家沟镇高度重视农村
改厕这项惠及群众的民生工程，在全镇15个行政村新
建、改建农村卫生厕所700座以上，进一步提升农村人
居环境。

在此次改厕工作中，郭家沟镇多措并举，实行改厕
工作镇长负责制，建立镇分管负责同志、驻村干部、村

“两委”三级联动推进工作机制，定期督导、分片推进，
严格把关，对发现问题及时进行整改，确保改厕“改造
一户，达标一户”。同时，对已改厕农户进行回访，完善
后续维护及服务，跟踪检查使用情况，教会群众科学规
范使用和正确维护管理卫生厕所，确保做到“建好一
个、管好一个、用好一个”，真正让群众直观感受到改厕
带来的便利。

农村“法律明白人”
多多益善
□李英锋

河南省司法厅近日印发《在全省农村实施
“法律明白人”培育工程的意见》，要求到今年底，
全省每个行政村至少培育3名“法律明白人”。

在很多村子里都有农技明白人、创业明白
人、红白事明白人等，但“法律明白人”却很稀
缺。没有“法律明白人”当参谋、出主意，村民们
对很多法律、政策都吃不透、弄不清，在贯彻落实
相关政策时有可能稀里糊涂地被动接受，也有可
能产生曲解、误解；遇到点事，很容易由着性子
来，把一些鸡毛蒜皮、家长里短的小事激化成比
较严重的矛盾，甚至践踏法律底线，闯下违法犯
罪的大祸；而面对一些合同纠纷、土地征用或流
转纠纷、消费纠纷、劳动纠纷等，涉事村民由于法
律素养有限，或许难以发现一些侵权问题，而即
便发现了侵权问题，也往往不清楚维权的路径，
不知道如何高效维权。

在农村实施“法律明白人”培育工程，在一
个村培育一定数量的“法律明白人”，就能够有
效弥补农村的法治建设短板，就相当于给农村
配置了“法律顾问”。这些“法律顾问”或许没
有律师那么专业，但经过专门培训，足以帮助村
民解决常见的比较简单的法律问题，引导村民
通过法律途径化解纠纷、维护权益。村里有“法
律明白人”，一些村民也许就会少做甚至不做

“横事”“傻事”。
“法律明白人”也是村民的身边人，与村民

生活、劳作在一起，不仅与村民有感情纽带维
系，还熟悉村里的事务和村民的情况，了解村民
的需求，明晰相关问题或纠纷的实质，更容易取
得各方信任，发挥司法调解作用，把一些纠纷大
事化小、小事化了，做到化解纠纷不出村，减少
信访、诉讼事件。而对于需要“出村”通过司法
机关或相关政府部门解决的问题，“法律明白
人”也能给村民指个明道儿，帮村民与法定维权
机制建立联系。同时，“法律明白人”在宣传涉
农法律法规，宣传党和国家关于农村工作的路
线、方针、政策和支农惠农政策措施等方面，能
够发挥重要作用，有助于村民更全面、更准确地
了解法律、政策，有助于村民更积极地理解法
律、政策。

村村都有“法律明白人”，就能多办法律明白
事。“法律明白人”是农村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不仅在微观上对农民有具体的帮助，在宏观
上对农村的平安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等，都有非
常积极的意义。不用农民花一分钱的“法律明白
人”越多越好、越精越好。

（据《农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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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堡县充分利用国企助力脱贫攻坚这一重要平台，先后建成了一批扶贫车
间、扶贫工厂，有力加快了全县脱贫攻坚步伐——

小车间带动大扶贫
本报通讯员薛东康 郭娇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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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县石窑村：

家庭小农场 拓宽致富路
文图/本报通讯员康亮亮 张虎

手工空心挂面扶贫工厂的作业车间 郭娇娜摄

贫困户依靠养羊走上致富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