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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深度贫困县、贫困村为突破口和主抓手，促进旅游开发、生态保护与
脱贫攻坚一体化推进——

保定“旅游＋扶贫”惠及 9.9万贫困人口

博野

取缔“散乱污”企业 84家

白沟新城

围绕特色优势
产业引进项目

保定全民健身
展示活动启幕

本报讯（王新平、魏文霞）8月8
日，华讯方舟集团保定太赫兹国际
科技产业基地项目正式签约，该项
目建设总投资50亿元，将在徐水区
建设太赫兹国际科技产业基地。

徐水区地理位置优越、历史文
化深厚、发展前景广阔，该项目有利
于推进徐水以及保定科技产业的发
展。华讯方舟集团是全球移动宽带
网络综合服务商，专注于高速移动
下宽带通信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本报讯（郭英琨）8月9日，北京
曲阳商会成立，并成立互助基金，以
促进商会会员企业健康、可持续发
展。目前，该商会入会企业已达300
多家，标志着在京的曲阳籍企业家群
体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今后，该商会将以服务立会、
事业兴会、民主办会为出发点，切
实维护会员企业合法权益，打造在
北京发展、创业的曲阳籍企业家交
流信息、开拓市场的平台，促进合
作共赢。同时，大力宣传曲阳发展
成就。

本报讯（通讯员徐巧明 记者徐华）8 月 8 日，
2017 保定市全民健身展示活动在市人民体育场启
幕。此次活动是2017年全民健身日系列活动周的一
项重要内容。此前，该市已经举办了河北四季冰雪推
广、全民健身知识讲座等群众广泛参与的活动。

本次活动由保定市人民政府主办，保定市体育
局承办。活动以“天天健身一小时，健康幸福一家人”
为主题，旨在激发广大群众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和
兴趣。活动分为全民健身活动展演和健身气功展演
两个部分。在活动现场，健身爱好者们先后展示了中
国响扇（扇子舞）、柔力球、空竹、太极拳、健身气功等
一系列健身项目。活动举办方还组织了体育健身知
识有奖问答活动。

北京曲阳商会成立

徐水区

太赫兹国际科技

产业基地项目落户

高碑店

法律援助为农民工
讨回370万元欠薪

李杰：

大学生返乡创业成“蘑菇大王”

本报讯（记者徐华）保定市以深度贫
困县、贫困村为突破口和主抓手，促进旅
游开发、生态保护与脱贫攻坚一体化推
进，充分发挥乡村旅游综合带动作用。目
前，通过申报评选，全市确定了 16 个旅
游扶贫重点村，已发展全国乡村旅游模
范村 2 个，全国乡村旅游模范户 5 家，全
国乡村金牌农家乐 58 家，市级金牌农家
乐150家。

做强京西百渡旅游片区。保定市在
涞水、易县、涞源共规划建设旅游新业态
项目 37 个，以特色小镇辐射带动周边群
众脱贫致富。涞水县白涧村曾经是省级
贫 困 村 ，贫 困 人 口 占 全 村 总 人 口 的
43.3%。该村通过培育金牌农家乐和发展
乡村旅游，带动了周边 4 个自然村近
1800 人脱贫致富。与此同时，涞水计鹿
村、易县安各庄村、涞源插箭岭村等村
庄，依托太行山自然保护区资源大力发
展体验式乡村旅游，引领旅游新时尚。目
前，涞水野三坡景区已被确定为全国“景
区带村”旅游扶贫示范项目，易县太行水

镇被确定为全国“公司+农户”旅游扶贫
示范项目。

布局“曲阜唐顺”旅游片区。去年以
来，借首届省旅发大会的举办，保定市西
部山区贫困县依托山地旅游的发展空间
和巨大增长潜力，建成了 206 公里的风
景大道，营造了大田花海，治理了河道水
系，修复了残破山体，实施了农村垃圾污
水和散煤治理，使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明
显提升。为进一步放大“旅发效应”，该市
将于 2018 年在满城区、竞秀区、顺平县
举办第二届市旅发大会，于 2019 年在阜
平县、唐县、曲阳县举办第三届市旅发大
会。目前，市旅发委已委托知名规划单位
进行第二届、第三届旅发大会的总体规

划编制工作。其中，第二届市旅发大会总
体规划将于 8 月底完成，第三届市旅发
大会的总体规划将于12月底完成。

引进大的战略投资者，提升旅游项
目带动作用。加快建设投资大、带动力强
的健康游、养生游、自驾游、民俗体验游
等新业态项目，把门票经济转化为产业
经济。目前，总投资 226 亿元的阜平县龙
泉关古城旅游开发、阜平县云花溪谷旅
游开发、涞水县开心谷等重点旅游项目
正 在 加 快 建 设 ，目 前 已 完 成 投 资 18
亿元。

加强旅游专业村带动，大力培育金
牌农家乐。启动建设了 37 个旅游扶贫试
点村，优先推动乡村旅游规划和人力资

源开发计划，完善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分
级分类培训试点村“两委”干部、致富带
头人、旅游经营户等，发挥辐射带动作
用。聘请省餐饮协会知名企业团队，对农
家乐经营户进行集中培训与驻店指导。
今后，全市金牌农家乐将借鉴江浙地区
农家乐的先进经验，用一流品质、一流服
务引领市场。

创新旅游扶贫模式，大力发展第六
产业。依托西部山区贫困县的 19 个 3A
以上景区，立足燕山-太行山山地休闲度
假旅游带，推进“旅游+美丽乡村”建设，
推广“景区+农户”“公司+农户”等方式，
推进乡村旅游转型升级，实现稳定脱贫
致富。通过“精品景区带乡镇，新业态小
镇带旅游专业村，旅游专业村带金牌农
家乐、种植养殖户，金牌农家乐带贫困人
口”的模式，实现旅游扶贫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的双丰收。目前，19 个 3A 以上景
区带动周边 157 个贫困村发展旅游产
业，辐射带动贫困人口 9.9 万人，占全市
贫困人口的22%。

目前，全市确定了16个旅游扶贫重点村，已发展全国乡村旅游
模范村 2 个，全国乡村旅游模范户 5 家，全国乡村金牌农家乐
58 家，市级金牌农家乐 150 家。19 个 3A 以上景区带动周边
157个贫困村发展旅游产业，辐射带动贫困人口9.9万人，占全
市贫困人口的22%

本报讯（李芳、崔振）今年以来，白沟新城抢抓京
津冀协同发展的机遇，以项目建设为抓手，加快培育
新动能，推动经济稳步向好发展。今年上半年，白沟
新城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34.1 亿元，同比增长 4.5%；
全部财政收入完成 4.5 亿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达到8759元，同比增长9%；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达到13683元，同比增长9.5%。

产业项目是拉动投资增长的主要力量。白沟新
城加大投资和项目建设力度，科学谋划项目落地。
注重规划强引导，白沟新城调整产业发展布局，开工
建设了白沟新城跨境电商中心、吉祥到家智慧城市
等一批现代化服务项目。突出特色强支撑，围绕箱
包、鞋帽等特色优势产业，积极完善产业项目库，着
力谋划了新中天精品鞋帽城、白沟古镇街、体育中心
等一批产业关联度大、经济效益好的项目。

积极争取项目投资。白沟新城不断完善招商优
惠政策，逐步由“招商引资”向“招商选资”转变。今
年引入了投资 5 亿元的数字资产交易中心项目，并
与北京丰台医院签约总投资 11.5 亿元的京白联合
医院项目。同时，充分利用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
资源，吸引外贸投资，仅在中国白沟市场采购贸易
方式试点全球推介会上，就与 100 多家外贸企业达
成合作意向。

本报讯（善奇、兰静）近日，笔者从博野县相关部
门获悉，该县自今年4月以来，取缔油漆、铸造等“散
乱污”企业84家。

今年 4 月，该县对全县范围内的企业进行拉网
式排查，全县 7 个乡镇共摸排出各类“散乱污”企业
84家。针对这些企业，该县逐一落实网格化监管责
任，明确整治取缔责任单位、负责人和完成时限。同
时，组织电力、安监、环保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行
动。对未按要求完成自拆的“散乱污”企业，严格按
照“两断三清”标准，进行彻底拆除取缔。

为防止反弹，该县还设立群众举报电话，随时接
受群众监督举报。群众举报经查属实的，将给予举
报人现金奖励，并严格为举报人保密。进一步强化
环境监管，关注并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信
访问题，对出现反弹的区域负责人进行追责。

本报讯（通讯员李明 记者徐华）近日，保定竞
秀区“文明商圈”创建活动正式启动。本次活动旨在
全面推进创建省级文明城区工作进度，提升市民群
众参与创城的热情。

该区以茂业百货、时代商厦、万博广场、新天地
百货、天奕商厦为“点”，以朝阳大街和东风路为

“线”，以范围内商户为“面”，形成线路分明、目标明
确的“文明商圈”。在“文明商圈”范围内，该区发动企
业商户、居民社区、政府机构、学校医院等，全面打造
商家诚信经营、行政监管到位、群众消费满意的诚信
商圈、文明商圈。

在“文明商圈”创建活动中，该区将通过开展商
务诚信讲堂、发布商务诚信口号、建立商务诚信档
案、进行社会公众满意度测评、商贸企业信用评级等
系列活动，进一步增强商家诚信经营意识、品牌意
识，并帮助他们提升管理能力。

本报讯（记者徐华）2016 年初，省作
家协会派出精准扶贫工作组，进驻涞源
县南沟村开展工作。一年多来，驻村工
作组扎实工作，为该村脱贫致富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被评为 2016 年度省级先进
工作组。

南沟村距离白石山景区仅8公里，资
源丰富，黑柴胡是当地特产。工作组一
驻村，就委托省农林科学院对村里的土
质进行化验，又请专家到村里实地考察，
结合专家建议以及本村实际，他们制订
了两个脱贫规划：中药材种植和牲畜

养殖。
工作组联系祁岭药业作为合作伙

伴，确保全程提供技术服务，村民从种植
到收购都有了可靠保障。2016 年 7 月
底，全村完成了 500 亩黑柴胡种植计
划。按合同约定，祁岭药业提供种子、肥
料、农药、技术、收购一条龙服务，并按当
时市场最高价从村民手中回购黑柴胡，
承诺年收入不低于种植相同面积玉米的
收益，消除了村民的顾虑。

推动养猪场项目建设。这个项目采
取专业合作社的形式，由致富带头人牵

头成立公司，自筹资金 70 万元，设立董
事会，村民自愿入股，另申请专项扶贫资
金 50 万元作为所有贫困户的股份。扶
贫资金产生的利润只针对贫困户，集资
资金产生的利润只针对集资户，总利润
按扶持资金和集资资金比例进行分割，
村民每年得利不低于扶贫资金的 10%。
该项目已于去年底正式运行，目前养猪
场饲养的 120 多头母猪已经产崽 700
多头。

困扰南沟村多年的饮水问题彻底解
决。南沟村的饮水设施管道老化，设备

锈蚀，经常停水。这一问题村民反映强
烈，成了村里急需解决的头等大事。经
过工作组同镇政府、县水利局和省水利
厅等对口单位协调，饮水工程改造项目
正式立项并获批资金 30 万元。目前，南
沟村饮水提升工程已完成。

驻村工作组协调县残联工作人员到
村里现场办公，为 14 名残疾人及时办理
了残疾证，享受到国家相应优抚政策；联
系一家房地产公司捐资5万元，救济了部
分贫困户，还对村幼儿园进行装修改造；
引进 300KW 光伏电站项目，于今年 6 月
并网发电，每年可为村里带来 20 万元收
入；省作协更是支援资金 20 万元，用于
村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

驻村工作组组长史习军说，工作组
到村里，就是要当好党建和发展指导员、
纠纷调解员、民困帮扶员、政策宣传员，
切实解决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
问题，早日让当地百姓脱贫致富。

□通讯员 黄建文 记者 徐华

近日，在望都县固店镇于合营村天天食
用菌种植基地，基地负责人李杰和工人们正
在忙着采摘平菇。“平菇最适宜的采收时间是
在菇体发育达到七八成熟时，此时菌肉厚实
肥嫩。”李杰边忙边说。这位2013年返乡创业
的大学生，已经成为蘑菇种植的行家里手。如
今，天天食用菌种植基地年收入150万元，于
合营村村民在基地从事灌袋、采摘蘑菇等工
作的有20多人，年人均收入2万多元。

在外创业碰壁，返乡种蘑菇

2008 年，21 岁的李杰大学毕业后做过
医药销售，办过自己的公司，还干过建筑装
修，但发展得都不尽如人意。

李杰的父亲种植蘑菇多年，有丰富的
蘑菇种植和管理经验。2013 年，父亲和李
杰说想把蘑菇大棚装上卷帘机和微喷等设
备。当时，李杰突然萌生了建一个现代化
食用菌基地的想法。

“大学刚毕业那会儿，总觉得一个大学
生怎么能一天到晚跟土地打交道。”李杰
说，但后来，他经过认真考虑，觉得种植蘑
菇照样需要科学技术，种得好照样有出
息。李杰于是决定帮着父亲一起干，争当

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的新农民。

自筹资金，建起蘑菇基地

说干就干。2013 年夏季，李杰回到于
合营村，筹款 200 万元在村外建蘑菇大
棚。没想到，因为天气的原因，施工的日期
一次又一次地延迟。当时，村里有人议论
说：“李杰的基地肯定建不起来了，就算建
起来也挣不到钱”。天气转晴、地里的积水
排干了，施工条件已经具备。可是，原来答
应施工的本村工人却不愿意干了，因为他
们担心拿不到工钱。

无奈之下，李杰只能寻找外地施工队
伍来干。为了赶进度，李杰就和施工队一起
冒着严寒焊接、接线。食用菌种植基地终于
建成了，李杰开始潜心研究蘑菇的种植技
术。在父母的帮助下，他迅速掌握了发酵、
装袋、灭菌等技术要领。在种植过程中，他
坚持不使用农药和化肥。运输销售全程冷
藏，以保证蘑菇的质量。

李杰说，他的基地采用的是订单式生
产，现在正在申请绿色无公害蔬菜认证。
由于李杰种植的蘑菇品质好，加上他讲诚
信，客户群体不断扩大，一些大企业也主动
找他合作。

再接再厉，带动乡亲共同致富

李杰致富后没有忘记乡亲，从回村到

现在，每年都会给村里的贫困户和孤寡老
人送生活用品。在于合营村，提到李杰，村
民们都会竖起大拇指：“小伙子实在，也有
魄力！”

2014 年底，李杰被选为于合营村村委
会委员，成为村里最年轻的一名村干部。
他说：“感谢乡亲们对我的信任，让我进了
村委会。接下来，我将扩大基地规模，带动
周边乡亲一起种蘑菇共同致富。”

从不愿从事农业生产，到现在成为蘑
菇种植、管理、经营的行家，被当地人称为

“蘑菇大王”的李杰，现在最大的感受就是：
“不管是农民还是工人，只要塌下心来，好
好做人，好好做事，终将取得成功。”

本报讯（李光宇、高金桥）近日，高碑店市司法局
等部门通过法律援助为农民工追讨回的370万元欠
薪，已全部发放到200多位农民工手中。

2015 年 9 月，安徽某建设公司与高碑店市一农
场签订了建设施工合同，由其承建农场二次改造工
程。2016 年 5 月，因农场资金不足致使该项目停工，
参与工程建设的200多名农民工近一年没有领取过
工资。

高碑店市委、市政府对此高度重视。2017 年
6 月 底 ，高 碑 店 市 人 民 法 院 对 案 件 作 出 终 审 判
决，判决安徽某建设公司于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
给付各原告工资。由于此前法律援助律师在申请
财产保全时，将安徽某建设公司的基本账户查
封 ，促 使 对 方 自 动 履 行 了 终 审 判 决 ，足 额 给 付
370 万元工资款。

新农民风采

省作协驻涞源县南沟村扶贫工作组——

订好脱贫规划 找好致富路子

竞秀区

“文明商圈”创建启动

李杰在食用菌大棚里。 黄建文摄

近年来，望都县采
取“企业+加工点+贫困
户”的模式，进行精准扶
贫。目前，该县已扶持
家庭手工业加工点 108
个 ，帮 助 54 个 村 的
4150 名贫困群众实现
就业。图为贫困群众在
郭中村的箱包加工点
工作。

陈卫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