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跑道上的运动员顺风跑，成绩就会
提升。小康路上，农民站在“风口”，也
能跑出“加速度”。

宁陵县赵村乡王庄村借助电子商务
“风口”，拓宽农民就业渠道，助力农民
增加收入，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开辟
了新天地。

“直播间的朋友们，我推荐的这款防
晒喷雾，用了绝对不会油腻，还有保湿
功能，喷上后感觉非常清爽……”7 月
13日，记者走进洛洛妈工作室，网红主
播洛洛妈正站在手机前直播卖化妆品。
短短十几分钟，成交100多单。

洛洛妈真名叫辛莉，因为她的儿子
叫洛洛，就起了个网名叫“洛洛妈”。她
和爱人王万里都是 90后青年，2015年他
们在镇上经营化妆品店的时候，就开始
做微商，还在淘宝开了网店。

近两年，视频直播火起来以后，夫
妻俩开始学习如何拍小视频、如何直
播，通过拍摄趣味性很强的手工制作、
农家生活等，受到网民青睐，在快手短
视频平台的粉丝数量最高时有 80 多万
人。于是两个人把自己的农家小院改造
成了直播工作室，开始直播带货。

由于洛洛妈熟悉化妆品，而且经营的
都是质量相对较好的品牌，产品得到了网

友的认可，每次直播成交量很大。打印快
递单，包装产品，夫妻两个人根本忙不

过来，就招聘了 4个年轻人帮忙。他
们夫妻俩不耽误做家务和照顾孩

子，每年净收入超过 200 万元。
招聘的员工每月工资至少 6000
元，多的每月能拿到1万元。

“大门口停的宝马车，就
是他们小两口刚买的。他们
在县城也买了房子。”王庄
村驻村第一书记周体忠说，
电商平台为农村青年提供了
广阔的创业空间，给越来越
多的普通农民提供了致富的
可能性。村里将引导有志网络

创业的青年也加入到网络直播队
伍里，不但卖化妆品，也可以卖

农产品。
洛洛妈是网络直播卖货挣钱，村里

的女老板田阁则是给淘宝店供货挣钱。
在王庄村文化广场对面的扶贫车间

里，十几个留守妇女在飞梭走线，编织
渔具“地笼网”。田阁也在车间，手把手
教刚来的工人编织这种渔具。

几年前，田阁到湖南去，看到那里
的渔民在用这“地笼网”捕水中的黄
鳝、河虾，效果很好，当时就觉得有商
机。加工生产后，产品果然供不应求。

“加工这种网，一学就会，人人能动
手，个个能挣钱。”田阁说：“扶贫车间里的
人不多，是因为很多人都在家里加工，只
要学会了技术，我提供原材料，回收成品，
然后批发卖给网店店主，现在不少淘宝店
都在卖我们村里加工的‘地笼网’。”

村党支部书记王先艳告诉记者，虽
然加工一个“地笼网”挣的钱不多，但

是老少都能干，村里人农闲时候加工这
个每人每月也能有1000多块钱的收入。

村里的另一个扶贫车间，产品则通
过电商卖到了国外。

这是一个专门加工纸袋的加工厂，
老板通过网络接国外订单。按照客户要
求加工各种各样的纸包装袋，有的是用
来装服装，有的用来装食品。

加工厂接的主要是一些欧美国家的
订单，虽然今年受疫情影响订单少了，
但也一直没有停工。

村民雷振云，原来因为没有技术，
家里走不开，收入很少，是村里的贫困
户。两年前，她通过培训学会纸袋加工
技术后，一直在这里务工，很快脱了
贫，现在每月收入 3000多元。像她这样
在家门口务工的留守夫妇还有 20多人，
一人就业，全家脱贫。

不但村民加工的产品通过网络销
售，村民地里种植的农产品也插上了

“云翅膀”，飞到全国各地。
村民王连社种地不喜欢零零碎碎，

多年前，他把自己承包的多块耕地通过
与村民置换，变成了一方 10亩的耕地，
种起来很方便。今年他家与宁陵建华种
植专业合作社合作，10亩地全部种上了
黄秋葵。

“只要与我们合作社合作的农户，每
亩每年保底净收入 1500元，另外每亩地
一年再给 300块钱管理费。合作社免费
提供种子、农药、化肥，农户只负责管
理。我们回收黄秋葵后，线上线下同时
销售，很多产品通过网络销售到北京、
上海等大城市的超市里。”合作社负责人
于德峰说，现在这个村今年种植了 45亩
黄秋葵，明年种植面积还会扩大。

王庄村：村民电商“风口”掘真金
本报记者 胡绪全 高会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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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的商丘乡村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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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新闻统筹 高会鹏

王庄村地处宁陵县赵村乡
东 1.5 公里，耕地面积 1285 亩，
全村共有265户1173人，建档立
卡贫困户 77 户 258 人，2017 年
该村顺利实现贫困村退出。

近年来，王庄村以脱贫攻
坚作为突破口，以党建带动扶
贫为中心，以增加贫困户经济
收入为目标，以提高村内基础
建设为重点，把项目建设作为
加快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抓手，
启动了一批基础设施、扶贫车间
等项目，同时大力发展家庭种植
业和养殖业。群众的经济收入
提高了，在脱贫致富的道路上形
成了一种你追我赶的热潮。

如今，王庄村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两座扶贫车间加
工渔网、包装袋，带动 30 多贫
困户就业增收，搭起了贫困户
的致富桥，文化广场建成了群
众与村干部的连心桥，王庄小
学圆了孩子们的校园梦。现在
王庄村正在以村“两委”的带
领下，大步迈向小康社会，过
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高会鹏 整理）

王庄村村情网红主播“洛洛妈”正在直播带
货。本报记者 傅 青 摄

村民种植的黄秋葵开始采摘。本报记者 傅青 摄

本报讯（记者 高会鹏 实习生 徐 冬）“5斤绿豆、5
斤冰糖，这是今年夏天的降温补助！”7月 14日，说起胡
二庄扶贫车间服装厂的福利，工人葛春兰拿着刚领到的
物品，声情并茂地说：“三八节、中秋节、春节都有福
利，冬天有取暖补助、夏天有降温补助，感觉跟在单位
上班一样。 ”

宁陵县城郊乡胡二庄村是个深度贫困村，全村建档
立卡贫困户 81户 236人。截至目前，累计脱贫 80户 232
人，因大病未脱贫1户4人。该村稳定脱贫，离不开驻村
帮扶队的鼎力支持。

“原来这都是坑洼不平的废弃地。”指着现在生产繁
忙的扶贫车间，胡二庄党支部书记王海燕说，胡二庄不
靠山、不靠海，没有产业带动，村民只靠几亩庄稼地很
难致富。为拓宽村民增收渠道，5年前省监狱管理局驻村
工作队驻村后，遍访每家每户了解村情民意，又与与村

“两委”班子成员积极筹划，制订了产业富民计划。
“政府给建起了扶贫车间，引入产业才能安置村民就

业增收脱贫。”省监狱管理局第二任驻村第一书记王云飞
说，从 2015年 8月以来，省司法厅和监狱管理局领导先后
90多次入村检查指导脱贫攻坚工作，通过现场办公、组织
机关党员干部先后到村帮扶慰问等形式，便包村单位与
扶贫村形成了良性互动。在此期间，省监狱管理局在胡
二庄村组织召开了由新乡、郑州、洛阳等地负责全省囚
服生产的负责人参加的支援现场工作会，确定将胡二庄
扶贫车间定为全省囚服生产厂之一。

“干部当代表、单位做后盾、领导负总责，这是上级提
出的扶贫要求，也是我们驻村帮扶的原则。”胡二庄第三任
驻村第一书记李海军介绍：“有了车间和工厂仍没有彻底
解决问题，设备谁去买，启动资金哪里来，产品订单哪里
派，技术管理怎么办，都是制约产业扶贫的关键。”

驻村帮扶队不等不靠，积极汇报存在问题，协调解
决制约瓶颈。就这样，省监狱管理局决定：出资金、出
订单、出管理，大力兴办胡二庄扶贫服装厂。“出资金”
保障企业启动运营，省监狱管理局先后出资 89.64万元，
为扶贫车间购置了针织服装设备 95台，安装 2条生产流
水线、1套 15.6米的裁床和 4台变频蒸汽发生器，并筹措
200万元启动资金，用于原材料的采购；“出订单”保障
企业稳定，多次召开全省监狱系统座谈会，先后协调安
排生产82.76万件（套）针织囚服订单，各监狱罪犯的短
裤、背心和秋衣裤采购计划由扶贫车间集中统一供应，
并及时履行财务报销审批手续，优先安排囚服货款支
付，确保货款及时回收；“出管理”保证生产质量，驻村
帮扶队安排专人吃住在厂管理生产，定期派出技术人员
现场指导培训生产，组织工人外出到大型服装厂参加学
习培训和技术交流。

“这些工人刚来时，只有4个人接触过裁缝工作。”负
责车间生产的驻村帮扶队员韩磊介绍，通过手把手教、
邀请技术人员传帮带，现在厂里的工人都成了裁缝熟练
工，以后她们不管在哪干，都能靠这些技术实现增收。

“在这干比外面自由得多，都是计件，没事就来，有事
就走，挣钱顾家两不误。”胡二庄 65岁的脱贫户高秀莲说，

“像我这个年龄，能找到一份这样工资稳定的活不容易！”
目前，胡二庄扶贫车间吸纳务工人员 67人，其中贫

困人员34人（每月增加100元脱贫奖励收入），贫困户直
系亲属12人，带贫率50.7%。如今，这里已培养出4名车
间管理人员、30多名技术熟练的服装加工人员，并逐步
承接社会订单。

“这是厂里与工人签订的劳动合同，规定每月25日之
前发工资，晚一天都会增加3%的违约金。”负责服装厂管
理工作的吕传玲说。

“截至到今年 5 月底，村里扶贫车间累计实现产值
1349.15万元，利润191.56元，税金58.18万元，务工收入
226.83万元。”说起这些数字和村里发生的变化，胡二庄
已退休的党支部书记王明义感叹，胡二庄能有今天都是
驻队帮扶队的功劳。

省监狱管理局帮扶队驻村后，购买加工
设备、筹集启动资金、安排服装订单，为
胡二庄带来超百万元集体收入，为村民发
放200多万元务工工资——

一座扶贫车间带富乡邻

图①：7月14日，工人正在宁陵酥
梨试验站对新品种酥梨进行管理。中
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宁陵酥
梨试验站于 2018 年 3 月签约挂牌，现
已建成温室大棚1900平方米，定植苗
木1.3万株。

本报记者 高会鹏 摄

图②：7月14日，宁陵县乔楼乡
吴庄村群众正在扶贫车间加工床垫。
该车间年产值超千万元。

本报记者 高会鹏 摄

图③：7月14日，宁陵县华堡镇
后屯村贫困户邱喜林夫妻正在捡拾鸽
子蛋。6月份以来，该镇为全镇贫困
户每户发放 60 对品种肉鸽，并免费
传授养殖技术。

本报记者 高会鹏 摄①①

②② ③③

本报讯（记者 高会鹏）最美十星农户投票达 7.2万人次，
访问量 10.4万人；最美爱心企业投票达 23.2万人次，访问量
21.5万人；最美同心圆梦超市投票达11.3万人次，访问量11.9
万人……连日来，宁陵县“三个最美”网络评选活动持续吸引
众多网友围观，取得了预期效果。

自2020年6月22日宁陵县“最美同心圆梦超市”“最美十
星农户”和“最美爱心企业”网络评选活动开始以来，全县广
大干部群众和非公企业积极参与，踊跃投票，气氛高涨。截至
7月6日，“最美”网络评选活动平台访问量近50万人次，投票
量高达 41万张，为助力脱贫攻坚决战决胜营造了浓厚氛围，
展现了“五新”宁陵的良好形象。

宁陵县委常委、统战部长张启辉说，当前脱贫攻坚决战决
胜的号角已经吹响，希望通过这次评选活动，激发出广大干部
群众积极融入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来，也借助这次评选活
动，起到宣传推介宁陵县的双重效果。

宁陵“最美”网络评选
吸引近50万网友围观

本报讯（记者 高会鹏）眼下，正值
桃子成熟时节，宁陵县气象局气象服务
人员走进石桥镇万集村蟠桃园，开展需
求调研和服务工作。

蟠桃园负责人吕光辉说，390亩的蟠
桃园有油蟠类、毛蟠类新品70多个，从6
月到 9 月中上旬都有相应品种的蟠桃成
熟。因在管理蟠桃时，按照精细化管理
的程序操作，果子品形好、口感好、甜
度高，绿色生态，符合北京、上海等各
大超市的检验标准，也深受消费者的青
睐，所以产品供不应求，甚至加价抢购。

“现在搞农业，离不开气象服务。”
吕光辉介绍，蟠桃种植受晚霜冻害影响
很大，2018年的晚霜冻使他的蟠桃园颗
粒无收，损失了100多万元。因此他现在
与气象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时刻关注天
气变化，按照气象部门提供的信息采取
防范措施。

今年 3月底 4月初，蟠桃刚坐果时受
低温影响严重，损失很大。从此，每当
监测到有晚霜冻天气时，宁陵县气象部
门就会主动发布预警信息，专门提醒全
县果农采取熏烟增温的方式来防范晚霜
冻害。

目前，宁陵县气象部门在石桥镇气
象灾害试验基地布置了防霜机，助力当
地果农发展特色农业种植。

气象服务助力
宁陵特色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