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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货借网出山 农家增收致富
□记 者 王峻峰

通讯员 蔡丽凡[发自赞皇县]

9 月 28 日下午 2 时，赞皇县华润农
副产品开发有限公司电商物流部一派
忙碌景象：十来名工作人员正把大枣、
核桃、枣夹核桃等农副产品装箱打包，
码放整齐等待运输车的到来。

“现在每天网上订单都有三五千
份，销售额稳定在每月两百万元左右。”
公司经理张佳明说，电商“快车”让赞皇
的特色农产品“飞”出了大山，卖到了全
国各地。

赞皇是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
县，2015 年以来，该县通过“互联网+扶
贫”模式，让大枣、核桃、蜂蜜等当地特
色农产品销往全国各地，提高贫困群众
收入。

“我们县组建了‘赞皇·互联网+联

盟’，构建起县乡村三级服务中心及物
流配送体系，出台了《关于加快电子商
务发展的实施意见》等 10 余个促进电
商发展的政策文件。”赞皇县电子商务
公共服务中心主任白冰介绍，该县还投
资 2500 万元建设了“互联网+扶贫”孵
化基地，在全省首创研发了精准扶贫大
数据平台，成为全省唯一“互联网+扶
贫”试点县和第三批全国电子商务进农
村综合示范县。

赞皇县“互联网+扶贫”孵化基地位
于 河 北 赞 皇 经 济 开 发 区 ，建 筑 面 积
7500 平方米，设有电子商务孵化中心、
产品展示展销中心、阿里巴巴赞皇运营
中心等。该县通过与石家庄信息工程
学院、淘宝大学等合作，定期在基地开
展 电 商 培 训 。 其 中 ，今 年 计 划 培 训
8000人次，现已完成培训6200人次。

走进位于赞皇县西街村的阿里巴
巴农村淘宝服务站，约 60 平方米的小
店里，堆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我们的

服务一是帮助村民在网上购物，二是帮
助村民在网上销售自家的农产品。”该
服务站负责人赵亚光说，农村淘宝服务
站很好地解决了农民卖难买贵之困。

去年初，29岁的赵亚光参加了赞皇
县农村淘宝首期培训，并顺利成为全县
首批农村淘宝合伙人之一。随着村民
对农村淘宝认知的逐渐深入，找他买东
西卖东西的人越来越多。“今年已经卖
出大枣 2000 多斤，青皮核桃 3000 多
斤，蜂蜜 500 多斤，核桃树、樱桃树等树
苗 10 万多株。”能够帮助村民推广销售
农副产品，赵亚光很是高兴。

脱贫攻坚，产业先行。赞皇县通过
政策引导，龙头带动，扶持引导汇川核
桃、蕊源蜂业、枣能元等现有农副产品
加工企业，按照产品网货化要求对现有
车间进行升级改造，针对不同网络人群
的个性化需求，研发和生产具有市场竞
争力的网货商品。目前，已经指导企业
成功研发“枣夹核桃”“励志桃”“树洞

蜜”“酸枣仁枕头”等网货产品21类230
种，果农收入明显提高。

作为“赞皇·互联网+联盟”成员单
位，河北省扶贫龙头企业——赞皇县华
润农副产品开发有限公司的“公司+合
作社+基地+农户+互联网”模式得到广
泛认可。“公司已顺利入驻京东、天猫、
融 e 购等网络销售平台，去年网络销售
额大约是 2000 万元，从目前势头来看，
今年还能增加。”张佳明介绍，公司已累
计收购贫困群众的核桃 118 万斤、红枣
74万斤、核桃苗木106万株，“我们将继
续利用‘互联网+’优势，致力于电商发
展，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

“互联网+扶贫”大幕已经拉开，脱
贫致富步伐更加铿锵有力。数据显示，
赞皇县已建成村级电商服务站点、农村
淘宝站等网店 424 个，全县电商企业达
1200 多家，带动辐射贫困人口 2300 多
名。今年 1 至 8 月，全县网络交易额达
4.69亿元，其中网络销售额0.96亿元。

精准脱贫一线行

关注“十一”黄金周

□通讯员 庞博 记者 解丽达

10月1日，国庆节。清晨6时，廊坊
市安次区调河头乡朱官屯村一户农家
院内，一面崭新的五星红旗伴随着雄壮
的国歌声冉冉升起。17年来，郭庆栋每
天坚持在自己的农家小院里升国旗。

对于郭庆栋和老伴儿马淑敏来
说，每天清晨是一天中最神圣的时刻。
整个升旗过程不到两分钟，可老人从
不敢怠慢。从 2000 年至今，这个农家
小院里的升旗仪式一天没有间断，风
雨无阻。

走进郭庆栋家中，并不宽敞的小
院收拾得干干净净，院内最醒目的是
房前高约 9 米的铁制旗杆和迎风招展
的五星红旗。郭庆栋已年逾六旬，17年
前，他到北京天安门广场看过庄严的
升旗仪式，便有了在家中升国旗的想
法。“我没文化，只想表达对党的感激
之情。这国旗每天迎日出，也代表着我
们农民安乐太平的新的一天的开始。”
郭庆栋说。

老郭家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家庭，
夫妻俩靠种地和打零工过活。这些年，
惠农利农的好政策越来越多，推广农
业种植新技术，建设美丽乡村⋯⋯郭
庆栋干劲儿越来越足，一家人勤劳致

富，盖起了大瓦房，添置新家电，日子
越过越红火。

国庆节这天，老郭启用了一面崭

新的五星红旗。他从里屋捧出一个红
布包裹，里面收藏着 17 面国旗，整齐
地叠在一起。“这些旗都是我的宝，平

时谁也不许动。国旗每年都要换一面
新的，在我心中，国旗永远是鲜艳的，
共产党永远是红火的！”郭庆栋说。

六旬农民的17载国旗情

我省8村入选2017年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示范村

创建成功后，各示范村将获100万元
补助资金

本报讯（记者赵红梅）
近日，省农业厅印发《河北
省 2017 年秋季小麦播种及
冬前管理技术意见》，提出以
绿色高产高效为目标，以节
水 优 质 为 核 心 ，以 推 广 节
水 品 种 及 配 套 技 术 为 重
点，进一步优化种植结构，
全 面 提 高 播 种 质 量 ，奠 定
小麦丰收基础。

意见提出，今秋种麦我
省各地以推广节水高产稳产
品种为重点，扩大优质专用
小麦种植面积，优化小麦种
植布局。冀中南区域，重点
种 植 衡 4399、观 35、石 农
086、中麦 155、河农 6049、
石麦 22、邯 6172、济麦 22、
农 大 399、邯 麦 15、邢 麦 7
号、山农 20、冀麦 585、河农
7069 等品种。冀中北区域，
重 点 种 植 河 农 6425、中 麦
175、沧麦 119、河农 130、农
大 5181、河 农 6049 等 品

种。优质强筋小麦主要种植
藁优 2018、藁优 5218、藁优
9415、石 4366、师栾 02-1、
石优20等品种。

足墒播种既是保证苗
齐、苗匀、苗全的关键，也是
实现小麦全生育期节水栽培
的基础。意见提出，各地要
采取多种措施，确保足墒播
种、合理播量。

针对目前生产上存在的
氮肥磷肥施用量大、钾肥用
量相对不足的实际，意见提
出，要根据产量目标和土壤
肥力，进一步优化施肥技术，
增施有机肥。要充分利用畜
禽养殖粪污等废弃物资源，
增施有机肥，替代部分化肥
施用，改善土壤结构，提高耕
层有机质含量。同时，在搞
好测土配方的基础上，确定
氮、磷、钾、微肥合理配比，大
力推广施用配方肥，促进小
麦生产节本增效。

今秋种麦我省
大力推广节水品种

本报讯（记者贾楠）近
日，住建部、财政部等部门联
合公布了 2017 年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示范村名单，我省
有 8 个村上榜，包括 3 个保
障基本示范村、3 个环境整
治示范村、2 个美丽乡村示
范村。

3 个保障基本示范村分
别是阜平县龙泉关镇骆驼湾
村、蔚县草沟堡乡白庄子
村、平泉市党坝镇永安村。
3 个环境整治示范村分别是
正定县曲阳桥乡西里寨村、
迁安市五重安乡万宝沟村、
大厂回族自治县祁各庄镇亮
甲台村。2 个美丽乡村示范

村分别是秦皇岛市北戴河区
戴河镇北戴河村和馆陶县寿
山寺乡寿东村。

住建部、财政部等部门
根据各省（区、市）村庄数量、
农村人居环境普查结果、村
庄规划编制与实施情况、环
境整治重点工作进展、地方
各级组织推进力度等因素，
确定2017年各省（区、市）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保障基本示
范村、环境整治示范村、美丽
乡村示范村 3 类示范村名
额。示范村创建对象为行政
村，示范村创建成功后，中央
财政将对每个示范村安排
100万元补助资金。

本 报 讯（记 者 林 凤 斌
通讯员田艳军）“兴农广开致
富路、和谐共建小康村”“翰
墨挥出西高情、文艺奏响中
国梦”⋯⋯10 月 3 日，保定
市莲池区西高庄村农民书法
展在北京国艺美术馆闭幕，
为期 6 天的展览吸引了近万
名各界人士参观。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西
高庄村还是个有名的穷村。
改革开放后，该村相继办起
8 家企业。近年来，他们又积
极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
现代商贸业，全村发生了天
翻地覆的变化。该村引导村
民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先后获得“全国文
明村镇”“全国家庭教育示
范 村 ”等 100 多 个 荣 誉 称

号。2013 年，村里成立西高
大学，请专业人士开设了音
乐、舞蹈、绘画、书法等 20
多门艺术课程，村民文化生
活日益活跃。党的十九大即
将召开，乡亲们集体商议在
北京举办书法展，表达对幸
福生活的热爱、对党的感恩
之情。经过三个月的精心准
备，村民们创作了上千幅作
品，从中选取 150 多幅作品
展出。

格调雅致的小楷条幅、
恣意挥洒的草书中堂、温润
古朴的篆书对联⋯⋯中国书
法家协会理事、北京市书法
家协会副主席田伯平参观后
说：“每幅作品都浸润着深
情，充分展现了新一代农民
的艺术境界和精神风貌。”

妙笔书盛世 翰墨展风华

保定农民在京举办书法展

本报讯（记者张伟亚）金秋时节的
白洋淀，浩渺辽阔，芦荡飞絮。10 月 2
日，安新县大淀头村的朱安良划着一叶
小船，拉着来白洋淀游玩的游客进淀。

“今年‘十一’黄金周头两天，外地游客
比往年增加了一倍多。”当天，朱安良出
了三次船，特别有成就感。

10月1日，雄安新区设立正
好半年。精心装扮的各旅游景
区，成为“十一”黄金周更多人的

旅游目的地。
省外游客大幅增加。“我来看看雄

安新区的文化演出市场，如果有机会
将在这里投资。”来自澳门的瞿先生和
几位朋友专程来白洋淀游玩。据白洋
淀荷花大观园景区副总经理马贺朋介
绍，10 月 1 日当天，游客除了来自北

京、天津、石家庄等周边城市以外，还
吸引了更远地方的客人。荷花大观园
10 月 1 日共接待游客约 4000 人，10 月
2 日近万人，其中近三成为京津冀以外
的客人。

红色文化游成亮点。白洋淀抗战
时期曾演绎着红色传奇。白洋淀文化
苑雁翎队纪念馆、荷花大观园孙犁纪
念馆、抗战纪念馆都精心准备，让这
片 水 域 蕴 含 的 红 色 文 化 传 播 四 方 。

雁翎队纪念馆内运用声光电、三维动
画立体成像、大屏幕投影等现代化艺
术手段，推出了“雁翎神兵”节目，让游
客感受到烽火岁月激荡人心的场景。
来自天津的张舒然小朋友，在父母的
陪伴下来白洋淀重温了小兵张嘎的故
事后说：“我从课本上读过他的故事，
现在来到了故事的发生地，感到非常
亲切。”

民俗旅游备受欢迎。安新县旅游发
展局副局长张克信介绍，别有水乡韵味
的白洋淀荷花大观园的民俗表演，具有
白洋淀浓郁特色的丝网粘鱼，都让游客
啧啧称奇。在王家寨民俗村，这里的垂
钓、驾小船野游、品尝新鲜水产品成为游
客的最爱。历史文化游同样也受到欢
迎，雄县宋辽边关地道、容城三贤故里等
景区接待游客数量也明显增加。

省外游客大幅增加 红色旅游亮点纷呈

雄安新区成热门旅游目的地

10 月 1
日清晨，郭
庆栋和老伴
儿在自家的
小院里升起
了国旗。

庞 博摄

（上接第一版）鼓励家庭农场、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
力发展主体多元、形式多样的社会化服务，通过推行合作式、
订单式、托管式等服务模式，引领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目前，
全省发展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12.8万
个，带动数万户农民通过转变发展方式，走上现代农业之路。

目前，我省农业生产在耕、播、田间管理（水、肥、药管
控）、籽粒收获、粮食烘干、秸秆还田 6 大作业环节上，农机
作业技术路线和作业模式基本形成，全省还创建了14个农
作物全程机械化示范县。全省农业标准化生产覆盖率达
45%，良种覆盖率 98%，综合机械化水平 76%，农业科技进
步贡献率达到56％。

在引领现代农业发展的同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也成
了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摇篮。王长路加入合作社后，通过
技术培训，已成为合作社一名出色的植保无人机操作员。

（上接第一版）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治
安巡防、志愿服务等活动，每名网格员
定期走访网格内居民，及时掌握情况、
开展服务。

注重分类指导，实行差异化举措。对
老旧社区，重点抓党建惠民工程，改造提
升公共服务设施。三年来市区两级不断加
大对老旧社区党建惠民项目的投入力度，
新石南一、旭城花园、江信金苑等一大批
老旧社区改变了脏乱差面貌。对新建社
区，重点抓党组织职责作用发挥。去年以
来，27 个新建社区全部同步建立党组织，
成为社区治理的主心骨。对商务楼宇，重
点依托街道党工委建立党组织，把支部建
在楼上，织密党的组织网络，全市 200 余
个较大规模商务楼宇全部建立了党组织。

注重因地制宜，实行特色化创建。在

创新机制模式的同时，各地结合实际，形
成上下联动、整体推进的党建格局。长安
区以党建为统领，开展了清洁、安全、文
化、健康、道德、云服务“六进社区”活动；
新华区实施了“红色筑基”工程，着力抓好
深化红色教育、建强红色堡垒、激活红色细
胞等八项工作；桥西区开展了“党建引领、
精准惠民，把实事办在群众心坎上”活动，
探索建立社区党建“多元参与”、社区事务

“由民做主”、社区服务“百姓点菜”机制。
注重基层首创，实行品牌化塑造。鼓

励街道社区积极探索实践，打造叫得响、
立得住、工作实、可复制的党建品牌。新华
区红军大街社区深入挖掘辖区老红军、老

八路的英雄事迹，形成“互联红社区”党建
品牌，成为新华区中小学爱党爱国拥军教
育基地。长安区谈固社区“金谈固 E 时代
家园”等特色党建品牌，都在凝聚群众方
面产生了较好效果。

注重基础保障，实行规范化推进。在
机构、人员、投入、平台等关键要素上集中
发力，着力健全城市基层党建保障体系。
建强工作机构，街道层面设置党群服务中
心，社区层面设置党群服务站，把更多力
量配置到城市基层党建工作一线，极大方
便了党员找组织、群众找党员。提升能力
素质，每年对街道社区党组织书记进行轮
训，今年已经开展了三次专题培训，两次

组织到上海、武汉、苏州等地观摩学习。加
大投入力度，按照每个社区每年 20 万元
的标准划拨社区党建惠民资金，为民服务
成效不断提升；严格落实社区党建经费和
工作经费，为推进工作落实提供基础保
障；社区工作和活动场所面积平均达到
400 平方米，阵地建设不断加强。创新宣
传平台，开通了石家庄党建微平台，及时
宣传报道街道社区党建工作经验。

城市基层党建的加强，为全市改革发
展稳定提供了有力保障，在文明城市创
建、大气污染整治等重大任务和关键时刻
得到了充分展现。城市基层党组织和共产
党员作用的发挥，源源不断汇聚着强大的
正能量，推进全市政治生态不断优化，勇
于担当、拼搏实干、抢抓机遇、加快发展，
成为省会的主旋律。

（上接第一版）现在，该市坚持实施山区综合
开发，把改善生态、保护生态作为首要任务，

“绿色”版图不断扩张，绘就了一幅幅绿富美
的生态画卷。

如今的邢西太行，处处都铺陈着源源不断
的“绿”。“前南峪的游客中不仅有来自邢台、邯
郸、石家庄的市民，还有许多来自北京、天津、
山东、河南的游客，尤其是京津两地的游客近
两年成倍地增长。”前南峪村党委副书记郭高
升介绍说，过去的前南峪，是一片荒山秃岭，无
雨成旱、雨大成洪。如今在前南峪村，“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以其
为代表的山场治理模式被确定为国家标准，走
出了一条山区综合开发的“太行山道路”。

以生态经济示范区为载体，让山区经济
发展快起来。“十三五”期间，邢台市太行山区

共谋划 5000 亩以上生态经济示范区 61 个。
2015 年，启动建设了 10 个，完成投资 15 亿
元；2016 年，启动建设了 24 个，新建示范区
数比上年增加 140%；今年新启动建设 19 个
示范区，总数达到 53 个。截至 2016 年底，开
工建设的34个示范区，完成投资14.89亿元；
开工建设美丽乡村 115 个，完成投资 1.93 亿
元；发展乡村旅游专业村 39 个，专业户 599
户，旅游收入1.29亿元。

以特色产业为平台，让山区农民富起
来。近年来，邢台市针对山区资源特点和市
场需求，在山区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形成了
临城县绿岭薄皮核桃、内丘县富岗苹果、邢
台县前南峪浆水苹果、沙河市利多蔬菜等一
批特色产业，对促进山区农民稳步增收发挥
了重要作用。

以内丘县岗底村富岗公司为龙头的苹果
产业带动内丘县苹果种植面积达10万亩，并
辐射周边邢台、石家庄、邯郸、承德等市14个
乡镇369个行政村。现在，内丘县正在积极推
动落实李保国教授生前的构想，以岗底村为
中心，建设 178 平方公里的太行山生态大花
园，通过促进全域旅游、太行山苹果小镇和国
家级自然资源保护区建设充分融合，形成一
个新的可复制的生态经济发展模式。

以美丽乡村建设为抓手，让山村人居环
境美起来。在推进山区综合开发的同时，该市
大力开展以净化、洁化、绿化、亮化、美化为重
点的美丽乡村建设，全力打造环境优美、生活
甜美、社会和美的“宜居宜业宜游”美丽乡村。
目前，太行山区已有 108 个村列入省美丽乡
村建设重点村。

以旅游开发为着力点，让乡村生态旅游
兴起来。该市以培育精品旅游景区、塑造旅游
市场新亮点为目标，围绕具有较强竞争力的
资源和片区，大力推进整合、提升。重点创建
天河奇峡和前南峪两个国家 5A 级旅游景
区，推动打造 28 个不同类型的旅游地，形成
30 个核心支撑旅游区，打造“日月同辉、群星
闪耀”的旅游生产力框架，塑造邢台旅游的核
心竞争力。

以休闲农业为依托，让现代农业园区建
起来。该市紧紧抓住当前现代农业园区快速
发展和乡村旅游市场需求旺盛的有利时机，
积极培育休闲农园、采摘园、乡村嘉年华、乡
村民宿、农业科学教育基地、特色小镇、国家
农业公园等新兴业态，重点推进邢台县前南
峪国家农业公园、内丘县岗底苹果小镇、临城

县绿岭“市外桃源”、沙河市红石沟休闲生态
农场、利多农业科技产业园等一批项目，逐步
将其打造成享誉全国的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
示范点和现代农业园区。

一道风景线，一条发展路。据了解，邢台
县、内丘县荣获全国造林绿化模范县称号，邢
台县前南峪村荣获联合国环境保护“全球五
百佳”提名奖，相继涌现出前南峪、富岗山庄、
南沟门、红石沟、康源、绿岭、栾卸、百果庄园
等一大批治山致富的先进典型，培育了“富
岗”牌苹果、“绿岭”牌核桃等一批国家级知名
品牌，成为太行山治理的样板。

目前，邢台市山区板栗面积发展到66万
亩，苹果 32 万亩，核桃 62 万亩。全市山区果
品年产量达 2.15 亿公斤，产值超过 14 亿元，
农民人均增收1200元。

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超12万个 石家庄全面创新城市基层党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