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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新闻统筹 黄业波

本报讯（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陆曦） 3月 17日，在河南
鼎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员工们身穿工作服，戴
着口罩、手套，正在紧张有序地安装一个个螺帽卡口、组装一
台台口罩生产设备。

该公司是一家致力于节能环保和新能源智能高端装备的集
研发、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为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主
要生产锂电池加工设备全自动生产线。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全国多地疫情防控物资紧缺的
情况下，该公司主动担当，决定新上适合成年人和中小学生的
口罩生产加工设备。2月13日复工复产后，该公司抽调公司内
部骨干力量，加班加点，研发出新一代全自动口罩生产设备，
总投资2500万元。3月1日正式投产，每月可产出50条全自动
生产线，每条生产线只需一人操作，每条生产线日产能达到
14万余只口罩。

该公司运营总监王琪介绍，他们生产的 30条口罩机生产
线将于3月25日交货深圳地区。目前，多家出口欧美的外贸公
司也有购买意向。

智能化口罩机生产线来了

本报讯（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杜传
忠）“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是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全国人民的郑重
承诺，是没有任何退路、不能搞任何弹
性变通的重大任务。我们要攻下最后的
山头、啃下最后的硬骨头。”3月 16日，
睢县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百日会战”
动员会上，吹响了全县凝心聚力、打好
脱贫攻坚歼灭战的进军号！

收官之年，又遭遇疫情，全县剩余
1197户、2774人贫困人口今年要全部脱
贫，他们大部分是老年人、重病患者、
重度残疾人，都是坚中之坚，是最难啃
的硬骨头；已脱贫户中有879户、2563人
返贫风险大；1539户、3562人边缘监测
户需要严防新的致贫风险。

把疫情耽误的时间抢回来，把造成
的损失补回来，脱贫攻坚等不得、拖不
得、慢不得。

睢县要求县级干部要遍访贫困村，
乡级干部要遍访贫困户，村级干部（驻
村干部）要遍访贫困人，要对贫困人帮
扶措施、收入情况、生活变化了如指

掌；要求在强产业、促就业、带脱贫、
防返贫上下功夫，进一步提升脱贫质
量，确保脱贫路上一户不少、一人不落。

在城关镇周庄村村民周仁治的大棚
里，记者见到鞋上沾满泥浆的镇党委书
记李红星，他说：“时间不等人啊，初春
气温变化快，周仁治都 70岁了，他的技
术和体力都跟不上，所以我时常到他的
大棚里转转，帮他加强大棚管理，不要
因为技术管理不到位而减收。”

今年该镇规划沿343国道南侧、东环
路至西环路的外侧打造特色扶贫产业
带，辐射袁庄、王庄、老关张、汤庄、
姚寨6个行政村，建成集绿色农业、循环
农业、高效农业、观光农业为一体的农
庄采摘田间超市，让脱贫的农户稳增
收、能致富。

在全县已脱贫的人口中，有的产业
基础比较薄弱，有的就业不够稳定，有
的政策性转移收入占比高。特别是受疫
情影响，出现外出务工受阻、扶贫产品
销售难、扶贫项目迟缓或停工等现象。
为此，睢县出台了《睢县脱贫攻坚挂牌督

战工作实施方案》，采取人盯户、人盯人的
方法，分析致贫原因，因户因人精准施策，
提升帮扶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健全返贫监测预警和动态帮扶机
制，根据户实际情况划分为红（高风险
返贫户）、黄（有返贫风险户）、绿（没
有返贫风险的达标户）三类户，进行动
态监测，早发现、早预防。

董店乡党委书记张海波说，通过动态
监测，工作目标早发现、早明确，有的放
矢，一线干部有了“千里眼”“顺风耳”。

睢县对剩余贫困人口统筹考虑实现
“两不愁三保障”，确保脱真贫、真脱
贫。对已脱贫人口进行逐户排查，因灾、
因病、因学、突发意外等因素导致暂时困
难或收入明显下降的，以及特殊群体（即
特困老人户、特困残疾人户、特困重病患
者户）在住房安全、教育保障的基础上，重
点落实大病医疗、重残保障、特困救助、基
本养老、扶贫助残、社会保险、社会福利、
赡养扶贫等措施；对有致贫风险的边缘
户，采取“产业+就业+普惠政策+帮扶”的
办法予以扶持。

目前，全县 78个扶贫车间已全面开
工生产 75个，就业人数 4547人，其中贫
困劳动力就业1098人。

白庙乡徐阳沟村贫困户王美芝说：
“原先俺在外地打工，现在因受疫情影响
没法外出，好在扶贫车间及时复工，俺
不出家门一天也能挣100多元。”

发展产业是提升带贫实效的根本之
策。睢县一方面做大做强制鞋、电子信
息两大主导产业，为贫困群众务工就业
提供岗位；一方面积极延伸产业链条，
完善扶贫车间带贫效应，实现贫困群众
就近就业，稳定增收。此外，该县还坚
持“南笋北椒中果蔬”的种植业发展格
局和“55455”的畜牧产业布局，建设辣
椒、芦笋现代农业产业园，做强芦笋、
辣椒两大产业品牌，带动贫困户靠产业
实现稳定增收。

号角已吹响，重整旗鼓再出发。目
前睢县上下正以昂扬的斗志、饱满的热
情，越战越勇，确保高质量完成脱贫攻
坚任务，向市委、市政府和全县人民交
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睢县吹响打好脱贫攻坚歼灭战进军号

啃下“硬骨头”完成“硬任务”

“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还有你们帮扶队。俺
家脱贫了，你们以后会不会不来了？”睢县长岗镇杨
楼村村民宋秀亮的妻子担心地问。

“大嫂子，脱贫是件喜事，脱贫不脱政策、不脱
帮扶，您放心，我们还会和往常一样经常来看您。”
睢县纪委监委帮扶杨楼村工作队队员肯定地说。

宋秀亮今年 60多岁，多年前一场重病导致他现
在腿脚不利索、说话不清楚。针对其家庭情况，睢
县纪委监委帮扶队与他商讨稳定脱贫增收方案，最
后确定通过农作物种植、家畜家禽养殖等方式增加
其收入。针对其病情，帮扶队主动联系社保医保部
门和相关医院，办理住院报销等事宜，解决了他的
后顾之忧。

在与宋秀亮妻子的交流中，帮扶队了解到宋秀
亮家房子东山墙的裂缝越来越大，一到下雨天就漏
雨。而在该村像宋秀亮家这样的危房户还有几户，
帮扶队及时给他们申请了危房改造款，限期进行危
房改造，确保他们住房安全。同时，又对村里的基
础设施进行了修缮。

如今，宋秀亮一家搬进了政府援建的新房里，
他也在村里的公益岗位上当起了清洁工；其妻子在
自家院里养了五六只山羊；闺女也大学毕业了，现
在在周口市某牙科医院上班；再加上地里的收入、
企业带贫收入，他家的日子越过越好。宋秀亮紧锁
的眉头终于舒展开了。

“现在村里的疫情防控比较严，我们趁着这个机
会，按照村里的号召，多种了几亩小辣椒，纳入产
业扶贫管理，企业给我们提供辣椒苗，还为我们交
了种植保险，产下的辣椒按照市场价收购，如此又
多了一项收入。真是太感谢大家了！”近日，宋秀亮
通过电话向帮扶队表示感谢。

宋秀亮脱贫记
□屈树立 黄子茜

“现在这些鹅已有八九斤重，开
始下蛋了。今年行情不错，一个鹅
蛋能卖到五六元，整只老鹅能卖
100到200元。我今年养的2000只鹅
预计总收入能有20多万元。”3月17
日，睢县城郊乡汤庙村村民谌秀兰
看着成群的大白鹅，脸上洋溢着幸
福的笑容。

2016年，谌秀兰在汤庙村云腾
生态园承包了 200 亩地，主要用于
种植油桃、水蜜桃和梨等果树。随

着果树的生长，杂草也开始郁郁葱
葱。“每年俺都要进行 3次大规模的
除草，一年下来光除草费就要两万
多元，有时还招不到工人。”谌秀兰
说，去年上半年，她看到有在果园
里养鹅的报道，既解决了除草问
题，又有可观的经济收入，于是她
也尝试着在果园里养鹅。由于是散
养模式，前来购买鹅蛋、大鹅的客
户络绎不绝。

谌秀兰算过一笔账，散养鹅主

要以草为食，既节约了除草费用，
又节约了饲料费用，加上果园收
入，实现了“一亩园十亩田”的经
济效益，况且鹅粪养树，树叶、烂
果养鹅，拉长了循环经济链条。

谈到下一步打算，谌秀兰说，
她准备扩大养鹅规模，再养 5000
只，并依托云腾生态园举办的赏花
节、采摘节、丰收节等优势，拓宽
销售渠道，靠自己的双手，让有限
的土地都“活”起来。

谌秀兰：林下养鹅“钱”景好
□郑汝强

3月19日，在吉
坤鞋业有限公司入驻
睢县长岗镇西村扶贫
车间里，村民们戴着
口罩，保持着安全距
离，正在抓紧时间缝
制鞋面。以往该车间
大都是村里的留守妇
女、老人前来务工，
今年受疫情影响，一
些常年在外务工的村
民也到该车间打工。
本报记者 傅 青 摄

3月 19日上午，睢县房产发展服务中心收到了一面写
有“抗击疫情奋战一线 面对疫情管理有方”字样的锦旗。
这是睢县碧景园小区的物业和业主代表送来的。

该小区业主代表刘广联说：“自抗击疫情以来，睢县房
产发展服务中心的同志24小时坚守，不辞劳苦，我们看在
眼里、记在心里。有他们在，我们心里踏实。”

“我们多次拒绝他们送锦旗，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为群
众服务，不用感谢。”该中心党组书记、主任张立说，目前
他们已收到群众自发送来的锦旗13面。

自睢县打响疫情防控阻击战后，该中心就承担了全县
29个小区的防控任务。“按上级防控‘属地管理’的要求，有一
些小区不属于我们管理范围，但由于在‘两城’创建工作中，
我们承担了29个小区的创建任务，县委、县政府就让我们承
担了防控责任。”张立说，疫情就是命令，绝不讨价还价。

在县里召开疫情防控工作会议后，该中心连夜召开班
子成员会议，把 29个小区分为 4大战区，班子成员分工负
责，组建了防控网格，并安排制作横幅 150多条。正月初
三，无论是家住商丘市的樊云硕，还是家在永城市的李凤
香，所有工作人员到岗到位，无一缺席。

为确保防控人员和业主生命安全，该中心在疫情物资
紧缺的情况下，协调购置口罩、一次性手套、84消毒液、
酒精、红外线测温计等防疫物品，并为服务点人员配备方
便面、矿泉水等物资，总计投入10多万元，免费发放。

时间紧，任务重，该中心工作人员一部分在卡点值
守，一部分入户排查登记。两天时间，他们排查了29个小
区、15689 户，排查出湖北 （武汉） 返乡人员 83户、112
人。

为加强人员管理，做到有的放矢，该中心还制作了疫
情防控知识录音，在 29个小区不间断播放，营造舆论氛
围。对居家业主实行亲情化服务，建立“一对一”联系户
制度，解决业主日常生活问题。特别是对武汉返乡人员，
工作人员与他们每日进行微信、电话联系，服务到门，让
他们安心居家隔离。

为服务好复工复产，该中心及时指导，为务工人员办
理通行证，在严控疫情的同时，尽最大可能方便群众。

“疫情不退，我们绝不撤岗。”张立坚定地说。

十三面锦旗的背后
本报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甄林

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回文诗《璇玑图》被称为诗中瑰
宝。而这首诗当初就被绣在襄邑（睢县古称）织锦上。

苏蕙，字若兰，甘肃武功人，是前秦苻坚时期著名学
士苏道质的三女儿。她出身名门诗书世家，琴棋书画无所
不精。16岁时嫁给秦州刺史窦滔。窦滔文武兼备，政绩
卓著，颇受皇上苻坚看重。

苏蕙 21岁时，皇上苻坚命窦滔去镇守襄阳，任安南
大将军。窦滔乘机携情人赵阳台赴任。两年后，苏蕙苦苦
不见丈夫音信，于是，她用五彩丝线在八寸见方的锦帛上
织成一幅题诗 200余首、800余言，纵横反复、皆为文章
的回文诗《璇玑图》。全诗字里行间迸发着妻子盼望丈夫
重新回到身边的深切情意。苏蕙派人送到襄阳，窦滔读后
深深佩服妻子诗文的奇妙、情感的真挚。他悔恨交加，泪
流满面，立即把赵阳台送回关中老家，而后亲自备了豪华
马车，用隆重的仪式将苏蕙从家乡秦城接到襄阳。苏蕙见
丈夫彻底醒悟，就原谅了他。从此二人白头到老。

据《六书故》书中记载：“织采为文曰锦。”汉代锦三
产地的陈留襄邑（今睢县）为第一，自汉代起，该地以产
锦久负盛名。《陈留风情传》中有“襄邑有黼黻藻锦”之
语。王充《论衡·程材篇》里说：“齐郡世刺绣，襄邑俗
织锦。”西晋左思《魏都赋》中也说到“锦绣襄邑”。由此
可见，襄邑是汉代以来的丝织圣地。苏蕙在少年时曾随父
在陈留居住，她聪明伶俐，学会了织锦，并把织锦技术带
到陇东秦城，在丈夫窦滔遭难衣食无着时，她靠织锦刺绣
沿街叫卖生活。如此，陇东才女苏蕙的《璇玑图》与襄邑
的直接关系也就不言而喻了。

绣在襄邑织锦上的《璇玑图》
本报记者 黄业波

◀3 月 19 日，大地回暖，
春风拂面，游客在睢县城郊乡
保庙村梦里水乡景区游玩赏
春。本报记者 黄业波 摄

▲3月18日，睢县北湖凤
鸣岛上飞鸟云集，构成一幅
美丽和谐的生态画面。

本报记者 黄业波 摄

本报讯（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张琦 甄林）近日，睢县在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热潮中，获“河南省农民工返乡创业示范
县”称号。

近年来，睢县大力开展“引凤还巢”工作，在土地、资
金、税收等方面给出了“一揽子”优惠政策，鼓励返乡农民工
利用产业集聚区、农村闲置土地、扶贫车间等进行创业。同时
为返乡农民工量身定做培训“菜单”，依托县职教中心等培训
机构，开展不同创业阶段、不同业态、不同群体的就业创业培
训。2018年以来，该县共免费开展创业培训25期、8900人。

为解决返乡农民工创业资金难题，睢县就业服务中心作为
服务全县劳动就业的主管部门，协调金融部门降低反担保门槛，
缩短贷款审批及发放时间，加大对返乡农民工创业贷款支持力
度。两年间共发放创业贷款1.1亿元，支持1288人实现了创业。

该中心十分关心、重视返乡创业人士的政治生活和待遇，推
荐218名返乡创业人员当选为省、市、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为
返乡农民工创业提供贴身式、保姆式、个性化服务，推行“宽进、
快办、严管、便民、公开”的审批服务模式；创建县乡村三级干部
与返乡创业企业结对帮扶机制，为返乡农民工提供卫生保健、房
产购置、子女入学等全方位服务。

在各项优惠政策下，该县掀起了返乡农民工创业高潮。其
中，返乡人士陈磊创办的河南鼎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被人社部
和国务院扶贫办评审认定为“全国就业扶贫基地”；胡堂乡大学
毕业生陈振龙先后创办河南省老家乡实业有限公司、河南省味
道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中原老家乡”品牌被央视网纳入优选品
牌，他本人被省政府表彰为“河南省农民工返乡创业之星”。

据悉，该县目前返乡农民工创业达2.5万人, 新增私营企业
2285个，登记个体工商户21346个，创办农业专业合作社1369
个，带动就业11万人。

筑得暖巢引雁归

一线传真

抗击疫情抗击疫情我们始终在一起我们始终在一起♥ ♥

睢睢县县
历史文化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