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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里苹果“线上”淘金
——唐县推行“合作社＋贫困户＋电商”扶贫模式

我省围绕8项重点任务
推进农村低保专项治理

□河北日报记者 徐 华
通讯员 李红叶 耿赫敏

“‘压枝’就是把直着向上的长枝条
拉平，这样能保证苹果树通风、透光，长
出的苹果好看、好吃。”近日，走进唐县白
合镇柏江村，漫山遍野的苹果树长势喜
人。润升林果种植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
的工人邸贺先讲起果树管理头头是道。

“合作社在‘羊不拉粪’的荒山上种
出了果树，这让俺在家门口就能打工挣
钱；电商又让‘窝’在深山里的苹果卖出
了好价钱，俺的工资跟着水涨船高，从
每年3000多元涨到了9000多元。”邸贺
先是柏江村建档立卡贫困户，也是唐县

“合作社+贫困户+电商”扶贫模式的受
益者，她家因此摘掉了“穷帽子”。

柏江村是个山区村，也是贫困村，全
村402户1129人，绝大多数村民靠外出
打工谋生。唐县鼓励利用资源优势发展
林果产业，村里的“能人”李计权带领村
民于2014年成立了合作社，流转1000亩
荒山种植果树，涉及该村62户建档立卡
贫困户，并优先安排邸贺先等贫困户在
合作社从事苹果树种植、管护等工作。

经过3年的精心培育，苹果树开始
挂果。2017年6月，看着缀满枝头的嫩
果，李计权心里却没了底：“这么多苹果
咋卖出去？”正当李计权犯难时，唐县电
商服务中心组织合作社负责人、电商站

点运营人员等开展电子商务系统培训，
为农产品找到了更好的销售途径。

“一根网线、一台电脑，甚至是一部
手机就能把苹果卖出去”，李计权茅塞
顿开。此后半年内的培训课，他一节没
落。学习内容涵盖了视觉设计、产品定
位、店铺运营等实操知识。“不仅手把手
教，还从照片拍摄、小视频制作、推送时
间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指导。去年 8 月
底，他们还帮我们组织了‘直播’活动，3
天时间带货1万多斤。”李计权说，去年
合作社的15万公斤苹果中约七成是通

过电商平台销售的，销售收入超过 30
万元。

这么多苹果怎么运出去？在柏江
村村口，标有“柏江村电商服务站”的白
色门脸格外显眼，这是唐县电商服务中
心在各村设立的村级电商服务站。李
计权只需把打包好的苹果放在这里，就
能免费运到唐县电商服务中心的物流
部，然后再由这里的物流公司配送；如
果是大宗商品订单，该中心将派专车专
人上门提货配送。

“目前，全县90%以上的村，上行农

产品发往唐县、曲阳、高阳、新乐等县
（市）实现当日达或次日达。”唐县电商
服务中心主任贾瑞卿说，为解决农村村
落分散导致配送路线长、冷链体系不健
全、物流快递企业各自为战等问题，他
们成立专业的电商仓储物流团队，打造

“1+5+300”三级物流快递共同配送体
系，建设1个县级2000平方米的物流中
心，5个200至300平方米的乡镇分拨中
心，300家村级网点物流集散站点，提供
双向物流服务。

“苹果要想卖出好价钱，抢占高端
消费市场至关重要。”为此，唐县相关部
门帮助合作社建立了质量安全追溯体
系，并免费为他们提供两套监测传感设
备。这些设备能实时监测土壤湿度、大
气温度、雨量等信息，通过手机 APP 果
农能随时了解果树的生长情况，使浇
水、施肥等作业更加科学；而客户通过
扫码可以了解苹果的生长、采收、物流
等情况，如果发现问题可以溯源，极大
地提高了客户对产品的信任度。

“目前，我们的苹果已经成功打入
北京京客隆等大型商超，使用的是唐县
区域公共品牌‘唐尧山下’。”李计权说，
该县电商服务中心为他们提供包装、收
购、检测等服务，让原来土里土气的苹
果走上了更大的“舞台”。

贾瑞卿说，3年来，他们通过电商技
能培训、供应链重塑、品牌培育等方式，
帮助包括柏江村在内的6个合作社做大
做强，带动近千户农民增收，让200多个
建档立卡贫困户受益。

在唐县柏江村，润升林果种植服务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工人邸贺先正在给果
树“压枝”。

河北日报通讯员 李红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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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任学光）5 月 6
日，随着盾构机从南豆站-天山大街站
右线区间隧道顺利出洞，石家庄地铁
3号线二期工程全线隧道实现贯通。

地铁3号线是石家庄市轨道交通
线网规划中的一条西北-东南走向的
骨干线路。3号线一期工程分布在中
心城区范围，沿联盟路、中华大街、石
家庄站、塔北路敷设，线路全长19.5公
里，设站17座。目前3号线一期首开
段和北段已开通运营，3 号线一期东
段工程和二期工程正在建设中。

3号线二期工程于2018年5月开
工建设，通车后将延伸和放大 3 号线
一期的交通便利，有助于形成联系市
内各大区域的轨道交通基本骨架网
络。3 号线二期工程与一期工程衔
接，呈东西走向，起于三教堂站（不
含），止于北乐乡站，全长8.1公里，均
为地下站，平均站间距1.4公里，终点
设北乐乡车辆段一处。

目前，3 号线一期东段已实现洞
通，正在进行轨道工程、装修、设备安
装施工。3号线二期正在进行主体结
构施工，除了隧道实现贯通外，车站主
体已完成总量的85%，正在加快土建
施工和后续工程调度。按计划，3 号
线一期东段及二期工程将于 2020 年
底达到联调联试条件。

石家庄地铁3号线二期工程隧道贯通

5月6日上午，地铁3号线二期工程实现全线隧道贯通。 河北日报记者 赵海江摄

河北日报讯（记者尹翠莉）
日前从省民政厅了解到，去年全
省民政部门扎实开展农村低保
专项治理，清理低保审批限制性
条款，对在保人员和新申请人员
进行核查比对，全年核查227.8
万人次，依规办结低保领域信访
事项和问题线索133件，有效解
决了群众反映较为突出的漏
保、错保等问题。今年将持续
推进农村低保专项治理行动，
其中上半年将围绕8项重点任

务开展排查和整改工作。
这8项重点任务主要有：清

理纠正农村低保政策落实不到
位问题；清理纠正非贫困低保
对象防致贫机制落实不到位问
题；清理纠正临时救助政策落
实不到位问题；清理纠正特困
人员供养服务落实不到位问
题；清理纠正因疫致贫、因疫返
贫人口兜底保障政策落实不到
位问题；加大社会救助资金监
管力度；加大社会救助信访事
项和问题线索督办力度；加大
群众反映强烈问题整改落实力
度。省民政厅要求各地把专项
治理与脱贫攻坚巡视整改“回
头看”、整治漠视侵害群众利益
问题等结合起来，结合本地实
际明确落实举措，驰而不息地
将专项治理推向深入、取得
实效。

河北日报讯（记者潘文静）
4 月 23 日，河北清华发展研究
院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中心和香
河机器人战略新兴产业示范基
地进行了深入对接洽谈，这是

“知名院（所）校进河北”活动启
动的首场对接洽谈。

据介绍，香河机器人战略
新兴产业示范基地定位于发展
服务机器人和工业机器人产
业，聚集了太库科技、德国尼玛
克、星和喷涂机器人等各类企
业近 40 家。通过这次对接洽
谈，香河基地有关企业与清华
大学相关领域专家教授建立了
联系，实现了企业技术需求和
院校科研成果的精准对接，达
成一批合作意向。

4月20日，省发改委、教育
厅、科技厅、工信厅、商务厅、国
资委等六部门联合召开知名院
（所）校进河北工作会议，这标

志着知名院（所）校进河北活动
正式启动。该活动是我省今年
举办的一项全省性重大省校合
作活动，以“知名院（所）校助推
河北创新发展”为主题，以合作
共赢为基点，以务实合作为目
的，旨在通过大力开展面向全
国知名院（所）校的系列对接洽
谈活动，形成一批合作成果，加
快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
产力，提升我省科技创新能力，
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全力加快
创新型河北建设步伐。

记者从省发改委获悉，活
动将重点围绕河北31家战略性
新兴产业示范基地、省级重点
产业集群、县域科技创新等开
展，采取“走出去、请进来”“集
中推介、精准对接”“线上、线
下”等多种对接方式，促进企业
技术需求与高校院所科技成果
精准对接。

“知名院（所）校进河北”
启动首场对接

河北日报讯（记者原付川）
从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获悉，
白洋淀景区预计 6 月开业迎
客。根据雄安新区统一规划，
白洋淀景区周边生态防洪堤和
白洋淀码头及周边道路景观改
造提升工程项目正有序推进，
工程施工期间白洋淀景区暂停
营业。

项目完工后，白洋淀景区
将实行班船制和一票制运营，
开通“水上巴士”班船，实现一
张门票游览景区，彻底消除以
往较繁杂的门票问题，全面实
施网络预约购票，进一步增强
景区门票消费的公开透明度，
为游客提供更加便捷的消费、
旅游环境。

改造提升项目将拆除码头
上的老旧建筑，并新建4栋单体
建筑，即生态科技中心和3栋游
客服务中心。同时，对码头周

边进行绿化，建设新的码头平
台。为抢抓工期，目前24小时
施工，未来还将继续增加工人
和机械设备。

安新县文化和旅游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改造提升项目
还将围绕 4 栋单体建筑建设
一个微缩版的“白洋淀”，把白
洋淀按比例缩小，种植各种水
生植物，便于游客对白洋淀全
貌有更加直观、形象、深入的
了解。

为进一步规范旅游秩序，
全面提升白洋淀景区旅游形
象，确保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
和保护工作按时、有序推进，安
新县于3月15日启动白洋淀景
区旅游运营船舶收购工作，该
县与北京公交集团在限期内完
成对景区700 多条具备旅游运
营资质船舶收购，并换成大型
燃气环保船。

白洋淀景区预计
6 月开业迎客

开通“水上巴士”班船，实行一票制游览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买文
明 记者宋平）省 气 象 台 预
计，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5月
6日夜间到8日，全省有一次明
显的降雨过程。其中，保定、
廊坊及以南地区有小到中雨，
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有
小雨，主要降水时段在 7 日白
天到夜间。

受降雨影响，7 日至 8 日，
我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普遍
下 降 ，北 部 地 区 下 降 8℃ 至
10℃ ，最 高 气 温 降 至 14℃ 至
20℃；其他地区下降6℃至8℃，
最高气温降至17℃至22℃。此
次降雨过程结束后，除西北部
林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3级
较高火险外，其他区域将降至
2级。

从天气情况看，7 日白天，
全省阴，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
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

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零星小
雨。7日夜间到8日白天，张家
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阴转
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
阵雨，局地有中雨。8日夜间到
9日，东部地区阴有小雨或零星
小雨转多云，西北部地区多云
转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
地区阴转多云。8日，东部地区
有东北风 4 到 5 级，阵风 6 到
7级。

6日夜间到7日白天，北部
设区市（张家口、承德、唐山、秦
皇岛）最高气温为16℃至22℃，
中南部设区市最高气温为18℃
至20℃。7日夜间到8日白天，
北部设区市最高气温为14℃至
23℃，中南部设区市最高气温
为 17℃至 20℃。8 日夜间到 9
日白天，北部设区市最高气温
为 18℃至 27℃，中南部设区市
最高气温为19℃至25℃。

今明我省再迎明显降雨降温

河北日报讯(记者张岚山 通讯员
南宝通）日前，南皮县乌马营镇王庄村
的李淑华、王其增母子俩，又收到了每
人每月 180 元的光伏扶贫项目产业分
红。“我们娘俩待在家里每月就能得到
政府的360块钱‘光伏红包’，真是太感
谢了。”王其增高兴地说。

据介绍，这项惠及全县4200多位无
劳动能力等特殊人群的脱贫攻坚新举
措，是南皮县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切实做好光伏扶贫促进增收工作推
出的。

为进一步打好脱贫攻坚收官战，南

皮县在为所有建档立卡享受扶贫政策
户发放光伏收益金的基础上，再次为建
档立卡系统中无劳动能力（16周岁以下
未成年人和超过劳动年龄已无劳动能
力）、丧失劳动能力（16-70周岁之间由
于疾病、残疾而丧失劳动能力）和70周
岁以上的贫困人口、60-70周岁贫困人
口中没有安排公益岗位的人，进行光伏
扶贫资产收益再分红。

据南皮县扶贫办主任孙国臣介绍，
分红资金由县扶贫资产管理办公室从光
伏扶贫资产收益中支付，不超过光伏扶
贫电站收益资金总额的20%。按照户申

请、村评议、乡审核、县备案的程序，确定
扶贫产业分红对象。据悉，扶贫产业分
红对象每人每月可享受分红180元，一户
有多人符合分红条件的可多人享受分红。

南皮县光伏扶贫产业项目有两个，
一个是2017年由政府投资6247万元建
立的23个村级光伏扶贫电站，总装机容
量6900千瓦；一个是由南皮水木华清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总投资4.15亿元建设的
50兆瓦农光互补集中式光伏电站，也是
2016年10月国务院扶贫办和国家能源
局批复的第一批集中式光伏扶贫项目。
两个光伏扶贫项目2018年共计发放光伏

收益金1120.8万元，2019年共计发放光
伏收益金844.8万元，惠及全县建档立卡
能享受扶贫政策的2365户5633人。仅
光伏扶贫一项，2018年该县享受扶贫政
策户人均纯收入1989.70元，每户平均收
入 4739 元；2019 年人均纯收入 1499.70
元，每户平均收入3572元，占2019年户
脱贫标准的99.22%。今年，南皮县改革
光伏产业收益金分配办法，以不超过光
伏扶贫电站收益资金总额的20%，对无
劳动能力等特殊人群进行二次分红，使
帮扶更精准，其余收益金向所有建档立
卡享受扶贫政策户发放。

冯家口镇店北村的赵宝军一级残
疾，女儿上大三，儿子上6年级，只有妻子
一人有劳动能力，被安排了公益性岗位，
每月工资360元，其他3人因属于失去劳
动能力或无劳动能力且每月无工资性收
入，现在享受光伏扶贫产业分红每人每
月180元，很大程度提升了生活质量。

南皮对光伏扶贫资产收益再分红

4200多人每月再享光伏扶贫红包

去年全省民政部门全

年核查 227.8 万 人

次，依规办结低保领

域信访事项和问题线

索 133 件，有效解决

了群众反映较为突出

的漏保、错保等问题

（上接第一版）要以“千企帮千村”精准扶
贫行动为抓手，在精准精细、常态长效、
求实务实上下功夫，实现由一般化向特
色化转变、由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
由用好现有资源向挖掘潜在优势转变，
做到互利化合作、市场化经营、项目化运
作，不断增强稳定脱贫和可持续发展能
力。要以政策保障和社会救助为依托，
全面落实各项政策，扩大社会救助范围，
拓宽志愿服务渠道，切实加大防致贫防
返贫兜底力度。要以脱贫防贫保险为手
段，切实用好医疗保险“四重保障”、“政
银企户保”、农业保险和“防贫保”，坚决

防止出现致贫返贫现象。要以激发内生
动力为牵引，加强教育引导，改进帮扶方
式，实行政策倾斜，强化正向激励，不断
增强群众脱贫防贫积极性主动性。

赵一德要求，要以加强组织领导为
保障，全面压实责任，狠抓问题整改，严
格督导检查，强化统筹衔接，全力推动
各项工作落地落实。

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魏县、
威县、省医疗保障局、省民政厅和中国
太平洋财产保险河北分公司、中国人寿
保险河北省分公司负责同志在会上作
了交流发言。

坚持脱贫防贫两手抓
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

（上接第一版）贫困县（市、区）推进乡村振
兴战略实绩考核结果先进单位共53个，
为阜平县、康保县、张北县、赤城县、怀安
县、丰宁满族自治县、尚义县、沽源县、阳
原县、涞源县、隆化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
治县、蔚县、内丘县、魏县、涿鹿县、滦平
县、张家口市宣化区、临城县、兴隆县、承德
县、青龙满族自治县、易县、大名县、馆陶
县、曲阳县、行唐县、阜城县、平山县、涞水
县、南皮县、赞皇县、平泉市、邯郸市肥乡
区、武邑县、南和县、唐县、平乡县、广平
县、武强县、张家口市崇礼区、故城县、任
县、灵寿县、鸡泽县、饶阳县、盐山县、枣强

县、威县、巨鹿县、东光县、吴桥县、临西县。
省委省政府乡村振兴工作领导小

组成员单位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
核结果先进单位共 22 个，为省委组织
部、省委宣传部、省委政法委、省发展改
革委、省民政厅、省财政厅、省司法厅、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生态环境
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水利厅、省农业农
村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卫生健康委、
省扶贫办、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省统计
局、省林业和草原局、省供销社、中国农
业发展银行河北省分行、中国农业银行
河北省分行、国网河北省电力公司。

2019年度河北省推进乡村
振兴战略实绩考核结果出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