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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记者 张 飞 李佩佩

下单、接单、包装、运输、

收件，一根网线让消费者足不

出户即可享受到从枝头到舌

尖的新鲜产品。

作为我市首个阿里巴巴

农村淘宝示范县，借着互联网

的强劲东风，内乡县越来越多

的特色生鲜农特产品通过电

商，犹如插上了翅膀，飞往全

国各地。

如今，走进内乡县电商创

业孵化园，处处可见繁忙景

象。据了解，这个不大的园

区，已入驻电商培训、金融服

务等服务类企业 4家，物流快

递企业 12家，电商企业 76家，

共计 92 家企业，年总销售额

近 3 亿 元 ，带 动 就 业 2000
余人。

为打通农产品上行通道，

内乡县先后出台《内乡县扶持

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意见》《农

村农产品网货基地项目资金

扶持方案》等一系列措施，吸

引阿里巴巴、京东商城等国内

知名电商入驻，扶持本土电商

企业挖掘地方特色产品。

该县通过建设三级电子

商务平台联合发力，最终实现

“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进

城”双向流通。

内乡县建立的六大网销

专区成绩斐然：授权南阳魔方

电商公司运营的“京东内乡特

产馆”已上线紫薯、油桃、羊角

蜜甜瓜、石磨香油、粉丝等 26
种产品；授权三只虫虫农副产

品开发有限公司运营“京东内

乡扶贫馆”，打响了内乡农产

品网货品牌……

目前，内乡县电商（含网

商）数量达 2000家，2018年农

副产品、民俗产品和乡村旅游

等网络销售 5.8 亿元；136 家

快递物流企业，年发货量 587
万件，电子商务支持配套服务

企业 56家。

内乡县利用众多产业优

势，出台一系列网货基地项目

资金扶持方案，对优秀家庭农

场、专业合作社进行升级改造

和 扶 持 ，建 立 农 产 品 网 货

基地。

产 业 要 发 展 ，人 才 是

关键。

内乡县政府投资 200 多

万元，委托国内知名电商服务

机构培训电商人才，主导组织

“千人星火计划”电商培训，开

展贫困群体专题培训，提供

“雨露计划”资金补助，目前已

培训电商学员 2000余人次。

电商提升了第一产业，激

活了第二产业，而与第一、二

产业相配套的第三产业也呈

现繁荣之势。电商不仅促进

了内乡县农业发展，也促进了

当地加工业发展。因为大多

数农产品必须经过初加工后

才能进行网销，这就倒逼农产

品加工业兴起。

“申通”“中通”“韵达”“圆

通”等快递物流企业入驻电商

创业孵化园运营，建成覆盖

县、乡、村的物流配送体系，实

现快递收发村级代理。“电商

产业链——电商供应链——

电 商 交 易 链 —— 电 商 物 流

链——电商数据链”一个完整

的良性循环电商生态圈，在内

乡县脱贫攻坚中的作用已开

始显现。

内乡县还把电子商务应

用与精准扶贫深度融合，制定

一系列电商扶贫方案，安排电

商扶贫专项资金，对开办网店

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和吸纳贫

困户就业的电商企业给予资

金补贴和技术支持。

牧原集团自主开发的电

商扶贫平台“聚爱优选”通过

消费扶贫模式创新，开设贫困

地区特色农产品专区，优先选

购、推介、包装贫困地区特色

农产品上线，助力贫困地区特

色农业、扶贫产业发展，直接

帮扶 2716个建档立卡贫困户

10235人实现增收脱贫。

截至目前，该县共培植本

土电商企业 300余家，累计发

放补贴 200 余万元，推动 554
个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与

20余家本土电商企业成功牵

手，其产品涵盖了全县所有特

色农产品，辐射带动 1万多户

贫困户参与农业产业开发，实

现人均月增收 1500元以上。

如今，越来越多的特色

农产品上线销售，不但带动

大批贫困户增收脱贫，而且

显著增强贫困户扩大生产规

模、致富奔小康的信心和决

心。②11

下 好 农 村 电 商 这 步 棋

全市农产品电子商务巡礼之内乡篇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高

歌 通讯员卫腾飞）方城县小史

店镇厚植文化底蕴，促进乡风

文明，通过发展产业让村民走

上致富路。

一座座农家小院干净整

洁，乡村道路宽广平坦；田里机

声隆隆，一个个红薯破土而出；

年产 5000 吨的河南省文医堂

药业有限公司中药饮片项目规

模已初显。这是在小史店镇采

访时看到的喜人景象。

近年来，小史店镇弘扬传

统文化，促进乡风文明，助推脱

贫攻坚，接续乡村振兴。中华

优秀文化的传播，为小史店镇

各项工作开展提供强有力的精

神支撑。大家干事创业的劲儿

足了。

在小史店镇刁庄村的红薯

田里，正在拾红薯的农民吴天

祥十分开心，今年村里的光荣

合作社种植了 100 余亩红薯，

从开春到秋后来地里干活，每

天他都能领到 60元至 80元不

等的工钱。“以前红薯都以每斤

两三毛的价格卖给了外地收购

商，今年薯品汇园区给出了每

斤 4毛的收购价格，按照 1亩地

收 8000斤红薯来计算，能收入

3200 块钱，除去人工、机械开

支，还能收入 2700块。红薯种

植简单，旱涝保收，比种其他农

作物强多了。”刁庄村村支书吴

振宇算起“致富账”。

除了红薯产业，该镇还引

进河南省文医堂药业有限公

司投资 3.69亿元，建设中药饮

片、丹参鲜切片等生产线，并规

划建设中药物流园、中医药文

化园、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园、10
万亩以裕丹参为主的中药材

GAP种植基地、中药特色饲料

车间等，形成一条完整的大医

药产业链，拉动药材种植、生

产、销售、包装及相关第三产

业的快速发展。

自去年以来，小史店发展

裕丹参种植 1.3万亩，带动贫

困户 835户 1474人，人均增收

1500 元以上。在桂河村建立

了连片 525亩的裕丹参育苗基

地，是全国最大的裕丹参育苗

连片基地。②11

方城小史店镇

振兴产业 助民致富

本报讯 （通讯员江一帆）

日前，在西峡供电公司 2019年
民生实事工程二批行政村的现

场，工作队员们正分组、分任

务，走家串户，了解情况，这是

该公司进行精准扶贫工作的

一幕。

据悉，为保证扶贫工作责

任落地，该公司重点围绕脱贫

攻坚责任落实、电网脱贫工程

运行、定点帮扶、光伏扶贫及低

收入家庭电费减免等方面工作

精准发力，大力推进党建+扶贫

工作，确保扶贫项目取得成效。

该公司通过抓党建促脱

贫，压紧压实帮扶责任，打通精

准扶贫“最后一公里”，依托行

业优势，组织帮扶人员进村入

户了解帮扶需求。今年该公司

对对口帮扶村三湾村进行电网

改造工程，总投资 76.52万元，

新建改造 10千伏线路 1000米，

新建改造台区 4 个，新建改造

400 伏线路 1.72 千米，全力为

帮扶村脱贫致富奔小康提供电

力保障。他们定期组织共产党

员服务队进村入户宣讲政策，

走访慰问贫困户，与贫困户面

对面交流，详细了解每个贫困

户的家庭生活情况，随时协调

解决大家遇到的问题，先后对

23 户村民家中的漏电保护器

及接线进行排查，更换漏电保

护器等家用设备 11件，充分发

挥了该公司基层党组织在精准

扶贫工作的积极作用，切实做

到党建与扶贫工作的双重推

进。②11

西峡供电公司

党建+扶贫
精准发力取得成效

社旗县苗店镇淅丹村引进南阳市安菜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流转土地数千亩。该公司在此建设蔬菜基地,种

植优质供港蔬菜，带动 600余户贫困户增收 ②11
全媒体记者 张 飞 李佩佩 摄

发展有机蔬菜
织就绿色产业

特约记者 石雪帆 杨振辉

11月 26日夜晚，在淅川县

厚坡镇饶营村，刚走访完贫困

户的范沛风风火火朝记者走

来，仔细观察下，才发现他走路

有些不自然。

“腿怎么了？”记者很好

奇，范沛不好意思地笑了一

下。随行同事刘涛为记者解

开谜底。当初，淅川县脱贫攻

坚战全面打响，选派一百多名

后备干部到贫困村担任第一

书记，考虑到范沛有大学生村

官的工作经历，他所在的单

位——淅川县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安排他到盛湾镇秀子沟

村担任第一书记。谁知刚干

满两年，因为扶贫路上一场车

祸，他被迫卸下扶贫重担。后

来，仅休养半年的范沛腿上钢

板还没拆，又重返扶贫战场，

被派驻厚坡镇饶营村担任第

一书记。

提起秀子沟村，范沛这才

打开话匣：“这村子是河南省

深度贫困村之一，地处淅川县

海拔最高的山脚下，村里有三

分之一都是贫困户。”尽管有

过当村官的经历，第一次踏进

这个深山村，范沛还是被秀子

沟来了一个下马威。翻山越

岭，驱车到达村口，已经没有

路了，沿着悬崖边的石板小路

徒步行走三个小时，他才终于

见 到 了 几 个 衣 不 蔽 体 的 老

幼。范沛简直不敢相信眼前

的一切，他的心里犯了难：这

么穷，怎么办？

要想富，先修路。在村子

里徒步跑了一个星期，看着自

己满是水泡的双脚，范沛想象

得出村里的人出山有多难。

于是，范沛筹措资金，开始修

路。 2018 年，7 公里的水泥路

修好了，秀子沟的“通车梦”成

真了。

实现脱贫，发展产业是根

本。了解到村民们大都有进山

采药的习惯，范沛决定种植连

翘、柴胡、苍术等中药材解决山

里人的生计问题。为了打消疑

虑，他利用第一书记资金两万

元，在 2016年冬天建立了 15亩
中药材示范田，以连翘为主，套

种花生等农作物的方式，先行

先试，探水探路。功夫不负有

心人，连翘产业发展起来了。

“如今，村里的 100余亩连翘马

上要进入盛果期了，一亩地收

成 500多斤，一斤 6块钱，保守

估计能赚个 30 万元！”秀子沟

村村干部全海林伸着手指头算

账，笑得合不拢嘴。

2017 年 12 月 30 日，因为

要回县城送扶贫资料，就在即

将进入县城的时候，范沛的车

与对面行驶的卡车撞到了一

起，他和车上另外一位同事瞬

间昏迷。因为胸内胃移位、肺

部严重挫伤、腿部股骨断裂、生

命垂危的范沛被匆匆送到了南

阳市抢救。

2018年秋，刚刚可以自行

下地走路，钢板尚未拆除的范

沛，不顾家人和同事们劝阻，主

动申请以驻村工作队员的身份

又回到秀子沟村，像一个钢铁

战士般冲上了扶贫一线，继续

他未完成的工作。

2019 年 8 月 ，因 工 作 需

要，他被调到厚坡镇饶营村

担任第一书记。面临脱贫摘

帽的重任，时间短，任务急，

范沛又马不停蹄开始了他的

战斗。②11

打着钢板重返扶贫战场——

扶贫一线“钢铁侠”

淅川老城镇转型发展高效生态农业富乡民——

满 山 尽 挂“ 幸 福 果 ”

淅川县老城镇杏李夏季丰收时节，吸引游客前来观光采摘（资料照片） 通讯员 曹海山 摄

特约记者 杨振辉

曾经，“苦日子”在淅川县

老城镇是一个耳熟的词。“为

服务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

老城镇外迁移民 1.6万人，占

全镇人口的四分之一。我们

关停镇内污染企业、拆除养鱼

网箱、取缔养殖场……”老城

镇 镇 长 姚 云 亭 感 叹 。 截 至

2015 年底，地处南水北调中

线工程丹江口水库核心水源

区的老城镇共有建档立卡贫

困村 5个，贫困人口 3867人。

“有树不能伐，有鱼不能

捕，有矿不能开，有畜不能

养。传统种植造成农业面源

污染还要防治。”老城镇党委

书记翟成敬介绍。经过深思

熟虑和科学论证后，该镇找到

一条既保护水质又不耽误经

济发展的路子：淘汰玉米、小

麦等传统农业，转型发展杏

李 、软 籽 石 榴 等 高 效 生 态

林果。

土 地“ 转 ”出
去，“三金”赚回来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

土地定，农民稳，天下安。

刘德伟是老城镇人大主

席团主席，2016 年初冬的一

天中午，他找到杨山村老队长

谈土地流转事宜。但无论刘

德伟怎样讲道理、算细账，老

人还是下不了决心：“土地流

转给他们，俺们吃啥？”

困难不攻克，坚决不撤

离！ 午饭是在老人家里吃

的。饭菜刚上桌，一只母鸡惊

叫着飞扑到饭桌上，菜盘里全

是鸡爪印和鸡毛。“这可咋办，

咋办呢？”老人尴尬了。刘德

伟小心翼翼地把鸡毛一根根

捏起、扔掉，先吃了一口菜说：

“这么好的菜不吃可惜了！

来，大家吃吧！”饭后，老人点

起了旱烟袋，沉思了一会儿

说：“刘主席，这个合同我带头

签！我们队人我动员！”一顿

“鸡毛饭”，暖了百姓心，浓了

党群情。杨山村的土地流转

合同当天全部签订完毕。

在推进软籽石榴产业发

展中，老城镇按照“政府主导、

市场主体、三权分置、利益共

享”发展模式，土地所有权归

集体，承包权归农户，经营权

归公司，实现“一地生三金”。

在老城镇，323户贫困家庭与

软籽石榴基地签订带贫协议，

100 多名贫困群众在基地务

工，人均年收入超过 1.8万元。

荒山变果园，
游客多起来

老城镇通过典型引路，以

点带面、从线到片，一步一个

脚印推进生态农业发展。“引

进中线水源公司，与农户签订

合同，公司投资苗木、微肥和

技术，群众提供土地，公司保

底价回收，解除了农户后顾之

忧。”老城镇党委副书记王晓

介绍。目前，老城镇已在冢子

坪 等 12 个 村 发 展 杏 李 3 万

余亩。

在推进杏李产业发展过

程中，老城镇出台多项政策，

在基地建设、生产设施、信贷

支持、资金扶持等方面给予倾

斜，积极整合项目资金，使项

目跟着基地走、服务跟着产业

走。“要求中层以上干部，每人

负责 100 亩的杏李示范种植

基地，层层压实责任。”负责党

建的镇党委副书记宋亚航说。

干群聚合力，老城换新

颜。“三月二十八，淅川老城看

李花”“中秋月儿圆，老城石榴

甜”——2019年 3月，中国·淅

川首届赏花节在老城镇开幕；

9月，中国第三届石榴博览会

暨淅川县首届石榴节又在老

城设立分会场……一时间，山

上杏李山下果，引得游人不思

归。在老城镇软籽石榴、杏李

等产业基地附近的山村，近百

家农户开起“农家乐”。

掀起新改革，
山村富起来

同是 3年树龄，管得好的

亩效益大几千，管得差的不足

千元。收成低了，果农的种植

热情就不高，有的甚至宁愿抛

荒……在依靠“土地温饱”到

迈向全面小康的进程中，如何

实现有限土地效益最大化？

如今，一场新改革开始在

老城镇酝酿了。

2019年初秋，一场“诸葛

亮会”在丹江口水库北岸的紫

槐山下召开。整整一天，经过

分组讨论和投票表决，大家初

步形成共识：以村为单位，把

农民手中分散经营的果园集

中起来，管理和销售费用前期

由合作社自筹资金，待杏李销

售后扣除前期成本，利润由农

户和合作社按 7比 3分成。中

线水源杏李公司技术员马大

林算了一笔账：1亩杏李果园

可净收入 1.6万至 3.3万元。

当晚，老城镇 967 户果

农 在 协 议 书 上 按 上 “ 红 手

印”。②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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