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日报记者 任学光

“以前找个活甭提多难了！不是离
家远，就是收入低，要不就是人家不愿
意用咱，家里的光景能好？”6月23日上
午，在辛集市旧城镇“云大集”农产品
电商中心扶贫车间里，残疾人李栋一
边跟记者唠嗑，一边对即将发货的甜
瓜进行包装，忙得不亦乐乎。

“多亏了‘云大集’提供的就业岗
位，让俺在家门口就有个稳定的收
入。”受益于扶贫产业项目，李栋每个
月有了近2000元的收入。

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从根本上
解决困难群众增收问题，今年以来，辛
集市紧紧抓住产业扶贫这个“牛鼻
子”，科学谋划扶贫产业项目，按照“打
造一批特色产业、培养一支科技团
队、依托一批龙头企业、建立一套
利益联结机制、受益一批贫困群
众”的思路，研究确定了特色种
植、特色养殖、扶贫产业园等 8
个扶贫产业项目，累计实施 61
个脱贫产业项目，实现了贫困
户脱贫产业项目全覆盖。

近日，记者走进辛集市田间
地头、厂房车间，一路所见，是增
收在望的振奋故事；一路所感，是
脱贫路上的不懈奋斗。

“云大集”拓宽增收路

甜瓜、韭菜、皇冠梨、鹌鹑蛋……6
月 23 日，在旧城镇旧城村的“云大集”
农产品电商中心扶贫车间内，当地的
特色农产品随处可见，李栋和同事们
正在对当天下单的农产品进行打包、
发快递。

“目前，我们每天能成交600多单，
主要是本地的瓜果、蔬菜等特色农产
品，销售额近万元。”“云大集”农产品电
商中心总经理潘旭说，中心设有旧城

“云大集”农产品展示中心、直播间、电
商运营中心、扶贫车间、观光体验区等
多种功能区，可通过淘宝、拼多多、“云
大集”微信小程序等下单，已有7家电商
企业入驻，经营范围涵盖蔬菜瓜果、禽
蛋肉、粮油、农产品深加工等多个领域。

几个月前，受疫情影响，旧城镇23
个村的农产品出现滞销现象。为了创
新销售渠道，帮助农民把收成变为收
入，今年 4 月，在辛集市扶贫资金的支
持下，旧城镇积极探索“电商+扶贫”模
式，通过改造厂房、安装电商直播设备
等，打造了“云大集”农产品电商中心，
在为农村贫困户就业牵线搭桥的同
时，促进当地农产品“上网”销售，实现
了电商与扶贫工作同频共振。

目前，“云大集”的扶贫车间已辐射
带动周边 33 个村的种植养殖户，带动
贫困户52户106人，并为脱贫户提供保
洁员、分拣员等岗位。扶贫车间有正式
员工10人，其中贫困户就有4人。据估

算，通过就业和电商销售，“云大集”农
产品电商中心每年可为从事农产品种
植、务工的贫困户增收近两万元。

“下一步，我们将以‘云大集’农产
品电商中心为核心，逐步形成以镇企
业为骨干、乡村个体为支撑的现代流
通网络，解决销售渠道单一问题，构建
电商销售大市场，实现农村与城市互
通的消费模式，真正让电商育起来、产
业兴起来、贫困户富起来。”旧城镇镇
长韩天民说。

小红薯甜了一村人

记者见到曹计仲时，他正在王口
镇中曹家庄村的扶贫冷库里忙着搬运
红薯。“夏季是红薯的销售旺季，有了
冷库，俺们村种的红薯储存更方便了，
还能卖个好价钱。”曹计仲说。

曹计仲的老伴患风湿病瘫痪在
床，家中除种了 2 亩地再没有其他收
入，长期的医药费用让这个家庭入不
敷出。自从成了冷库的一名搬运工后，
他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光有了
收入，还能照顾老伴，一家人都高兴。”

中曹家庄村有 4215 亩土地，是典
型的农业村，脱贫前有贫困户 25 户 50
人。“我们村土地资源丰富，发展特色
农业是脱贫的出路。经过多方考察，村

里决定种植红薯，按照‘合作
社+扶贫车间+贫困户’的模式，

带领村民依靠红薯脱贫致富。”中
曹家庄村党支部书记李元说。

2019 年，李元带领村民们成立了
中曹家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把村民们
组织起来，抱团经营。当年，合作社种植
了270亩红薯，并利用扶贫资金和自筹
资金建成了能贮存 40 万斤红薯的冷
库。去年 10 月，全村红薯大获丰收。进
入红薯热销的季节后，中曹家庄村的红
薯成了香饽饽。

“我们的红薯远销北京、山东等地，
辛集当地的一些超市也来咱这里拉货。”
李元介绍，有了冷库后，红薯储藏期更
长，到了销售旺季价格也更高，卖到了七
八毛一斤，每天能销售一万斤左右。

不仅如此，今年村里还带动贫困
户种植红薯60亩，由村委会统一收购。
利用村内闲置土地，新建红薯粉条厂，
给村里贫困户提供就业岗位。

“小小的红薯能拉动一个产业，今
年我们打算把红薯种植面积扩大到
1000 亩，从育秧开始，卖红薯苗，酿红
薯酒，用红薯渣养猪，形成有机循环产
业链，到时候乡亲们的日子会更好。”
信心写在李元的笑脸上。

扶贫产业遍地开花

近日，马庄乡回生村的贫困户张
连生收到了自己的第一笔扶贫产业收
益：“分了 1041.4 元，感谢党和国家的
好政策，不但让我们这些贫困户脱了
贫，还给我们提供了稳定的收入，好日
子还在后头哩！”

让张连生受益的是马庄乡标准化

全自动鸡舍项目。2019年，辛集市投入
市级扶贫资金186万元，建设了机械化
养鸡大棚，建成后出租给了承包户。项
目每年拿出不低于投入扶贫资金8%的
租金收益给贫困户分红，并安排贫困
劳动力就业，带动蛋鸡养殖。项目收益
覆盖马庄乡贫困户170户390人。

目前，辛集市的贫困户已经全部
享受到扶贫产业项目资产收益，这得
益于辛集市扶贫产业的遍地开花。

结合万亩森林公园和廊道绿化建
设，辛集市大力发展林木种植扶贫产
业。天宫营乡利用扶贫资金统一采购苗
木，带动贫困户种植林木，由种植合作
社与贫困户签订管护销售合同，指导贫
困户进行管护。苗木成材后，由村委会
和种植合作社为贫困户销售苗木，贫困
户通过政府补贴和苗木销售获取收益，
仅政府补贴每亩地每年就能获 500 元
收益，项目覆盖贫困户64户170人。

该市利用金融扶贫政策，引导贫困
户通过扶贫小额贷款发展特色养殖，马
庄乡采取集中托养模式，帮助 21 户贫
困户贷款购买了 42 头奶牛，委托当地
奶牛养殖龙头企业——辛集市润翔乳
业有限公司进行统一喂养、购买保险、
日常管理和运输销售。贫困户通过到企
业就业，从事卫生清理、投送饲料等方
式参与生产，企业所得利润按季度向贫
困户支付，每户年收益达到4320元。

“今年，我们还谋划启动了和睦井
乡牡丹园种植、开发区野菜种植加工、
天宫营乡蛋鸡等扶贫产业项目，持续
巩固脱贫成果，确保贫困户脱贫不脱
帮扶，脱贫后能致富。”辛集市扶贫办
常务副主任孟钊说。

辛集实现脱贫产业项目全覆盖

为贫困群众托起稳稳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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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集晒出全面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成绩单”

医保基金收支平衡 待遇保障稳步提升

39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总投资68.4亿元

河北日报讯（记者任学光 通讯员
穆叶）从近日召开的辛集市医疗保障工
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自 2018 年 12 月
辛集市医疗保障局挂牌成立以来，全市
医疗保障事业开启新的征程。一年多
来，辛集市围绕“破解群众看病难、看病
贵”问题，全面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
统筹推进医疗保障待遇落实、医保基金
监管、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城乡居民“两
病”门诊用药保障等各项工作落地实
施，用实际行动努力实现让群众“看好
病、少花钱、少跑腿”的目标。

基金收支平衡，各项待遇水平稳步
提升。目前，辛集市初步建立了以基本
医疗保险为主体，医疗救助为托底，城乡
居民大病保险、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
公务员医疗补助为补充的多层次医疗保

障体系。2020 年，全市参加医疗保险
56.61万人，2017—2019年医保基金运行
整体平稳，年度收支均有结余，职工医保
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达到4.5个月，
城乡居民医保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
达到 7 个月，今年全市基金收入 6.06 亿
元，1—5 月份支出 2.30 亿元，发生诊疗
71.84万人次，待遇落实率100%。

待遇保障稳步提升，报销水平逐年
提高。住院医疗费政策范围内报销比
例，城镇职工达到80%左右，城乡居民达
到 65%左右；每人每年医保最高支付限
额，城镇职工达到 80 万元，城乡居民达
到 45 万元；门诊慢特病病种，城镇职工
由 22 种提高到 30 种，城乡居民由 23 种
提高到29种。同时，取消了域内特殊病
门诊起付标准，实现了“零门槛”报销，

最大限度解决了重特大病人的就医负
担；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起付线由 1.5 万
元调低为 1.1 万元；加大大病保险对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的支付倾斜力度，支付
比例再提高 5 个百分点，取消了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大病保险封顶线。

围绕脱贫攻坚，打好医疗保障扶贫
攻坚战。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员
参保，个人缴费部分政府全额资助，参
保实行动态化管理；全面落实农村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
疗救助”全覆盖，实施综合保障，域内就
医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达到 90%以上。
创新开展医保扶贫“三一工程”，通过各
乡镇、有关部门配合，实现贫困人口参
保缴费全资助、待遇保障有倾斜、基本
保障有边界、就医结算更便捷。目前，

全市共资助建档立卡人员5324人，资助
金额133.10万元；提高待遇19970人次，
投入资金 236.03万元；办理慢性病认定
2756人，及时办理率达到100%。

大力优化服务，持续便民惠民。持
续推进“放管服”改革，优化办事流程、
简化提交材料、提升信息化服务水平，
进一步减少企业和群众办事奔波之苦，
努力做到审批更简、服务更优。取消转
诊转院备案申请表，开通网上备案平
台，全市异地就医网上备案办理率达到
80%以上；取消新建用人单位医保参保
登记 6 类申报资料，由 9 类减少到 3 类；
分3个批次与北京、天津共30家定点医
疗机构签署医疗保障协同发展医疗服
务协议，基本覆盖京津两地高端医疗机
构，实现出院即报。

□新华社记者 白明山

“不偷懒，不挑活，一个能顶 3 个劳
力！”在辛集市保高丰农场，农民姚会军
指着正在作业的农机说，“农场的500亩
地只用 3 天时间就能完成播种，过去得
干1个多星期呢！”

姚会军说的是由河北农业大学新
研发的无人驾驶播种机。这台农机虽

“相貌平平”，但小机身里藏着“大本
领”。原来，这台无人驾驶播种机装载
了北斗卫星导航和电子雷达避障系统，
通过机头的接收器进行信号传输，实时
收发经度、纬度等数据，控制机身按照
设定路线匀速行驶。

“走得直，前后误差不会超过 2 厘
米，可以精确设置播量，种子不遗漏、不
重复。”河北农业大学教授张晋国说，高
科技赋予了农用机械“感知”与“思维”，
让农业踏上“云端”。

如今，无论是夏播夏管，还是秋收
秋种，智慧农机在广袤农田大展身手，
提高作业效率和作业质量的同时，让农
民变身“甩手掌柜”。

在辛集市马兰农场病虫监测站，
“电子调查员”夜间上岗了。只见测报
灯在夜幕下定时开启，利用病虫的趋光
性原理将其诱杀。死去的病虫落入传
送带，智能相机感应到后启动拍照功
能，随后图片经网络传送至手机 APP，
完成田间病虫害预警。

“田间病虫调查，过去以人工为主，
耗时耗力。这台智能设备的应用，使监

测手段更加多元化，也提高了预警的及
时性和准确性。”对于这位新成员的业
务能力，辛集市植保站站长王丽川相当
满意。

辛集市农业农村局党委书记李玉
振说，下一步还将与国内高等院校密切
合作，把更多新科技引进田间，让农民
轻松种地不发愁，让土地实现高产高
效。 新华社石家庄6月27日电

谁来种地？“云端”农业解题有妙招

河北日报讯（记者任学光） 今年以来，
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辛集市扎实做
好稳就业工作，有力有序推动稳就业工作取
得积极进展。截至5月底，全市城镇新增就
业2171人，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365人，农
村劳动力转移 2427 人，享受创业服务 6431
人。

多渠道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打好线上职
业技能培训基础，制定出台《辛集市就业创
业服务中心关于开展线上职业技能培训的实
施方案》等政策，助力开展线上职业技能培
训。目前，开展线上培训的职业技能培训定
点机构数有3家，培训专业为育婴员，为其
他定点培训机构线上培训起到了示范作用。
同时，启动线下职业技能培训计划，开展创
业培训以创业促就业。截至目前，已培训
1170人。

充分利用线上招聘平台，开展“抗疫
求职选择广、线上招聘不打烊”活动，通
过“辛集发布”“辛集就业创业”公众号，
推送职场信息 113 期，发布 390 余家企业
10000余个就业岗位，引导企业开展远程招
聘、线上面试。据统计，企业接受咨询约
6000 余人次，约有 50 家企业通过电话咨
询、视频面试等形式吸纳 1050 余人上岗就
业，120 家企业与 1500 余人初步达成就业
意向。

深入开展创业孵化基地优化提升工作，
疫情期间，组织就业创业孵化基地与“一书
一课”进行深入合作，开展热门销售技巧、
人际交往沟通、电商推广应用、客户心理分
析等线上课程，为小微企业打造更广阔的创
新创业实践平台，已有 65 家小微企业加入
学习平台。

河北日报讯（记者任学
光 通讯员靳晓）为抓紧抓好
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努力
把疫情对经济的影响降到最
低，近日，辛集市一批重大项
目集中开工仪式在河北优致
汽车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现场
举行。此次集中开工项目共
计 39 个，总投资 68.4 亿元，年
度计划投资37.6亿元。其中战
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项 目 13 个 、传 统 产 业 项 目 1
个、农业产业化项目 3 个、重大
基础设施项目22个。

“本次开工的项目，涵盖面
广、拉动力强，与我们现有产业

形成优势互补，可以有效提升
区域核心竞争力。下一步，我
们将继续推行一线工作法，落
实各项督导机制，保障项目建
设如期竣工，早日达产达效。”
辛集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李
闯说。

今年以来，辛集市强化“项
目为王”的理念，抓紧抓实经济
社会发展的各项工作，围绕项
目强服务，在项目落地、施工保
障、协调配合上狠下功夫，加速
推动项目建设。今年，辛集市
计划实施省市重点项目144个，
总投资 536.6亿元，年度计划投
资97.2亿元。

河北日报讯（记者任学光）
从辛集市皮革企业商会获悉，
2020中国（辛集）国际皮革皮草
时装周将于7月8日开幕，展会
首次采取线下线上结合、“云
端+实地”的办会模式。

中国（辛集）国际皮革皮
草时装周已成功举办 3 届，已
成为辛集市皮革业新品发布、
产品订货、宣传推介的重要平
台。今年受疫情影响，意大利
米兰展、俄罗斯莫斯科展、上
海服装服饰展等重要展会参
展受限或取消，辛集市企业无
法通过展会发布新品、获取订
单，举办 2020 中国（辛集）国际
皮革皮草时装周，成为辛集皮
革企业发新品、签订单的重要

机会。
面对新形势，2020中国（辛

集）国际皮革皮草时装周将坚
持防疫与办展并重，实行线下
线上结合、“云端+实地”的模
式，延长展会天数、控制单场进
场人数，把国际皮革城主会场
做强、把各重点企业分会场做
精，面向全国推出“辛冬装、集
时尚”，突出抓好新品发布、客
商订货、设计引领、宣传推介等
重要环节。

活动期间，将举办第二届
中国（辛集）国际“辛冬装”时尚
服装设计大赛、“辛冬装”直播
基地揭牌仪式、“辛冬装”网红
直播带货、2020“辛冬装”新品
发布等活动。

河北日报讯（记者任学
光 通讯员李秋华）今年麦收，
辛集市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马兰农场的 3000 余亩节水小
麦经受住干旱、倒春寒等多重
不 利 气 候 的 考 验 ，实 现 亩 产
696.5 公斤，迎来又一个丰收
季。

“今年是个特殊年份，不
利气候对小麦影响很大。但作
为我们育种来讲却是最好的年
份，因为通过干旱，我们可以
筛选节水品种。”河北省首席
小麦育种专家郭进考说。

作为马兰农场节水小麦育
种科研的“掌门人”，40 余年
间，郭进考带领石家庄市农科
院一班技术人员，扎根马兰

“麦浪淘金”，开展节水小麦试
验、示范、转化、推广工作，
让30余个节水小麦品种从这里
走向了全国。

“让每一滴水生产更多的
粮 食 ”， 是 马 兰 人 的 孜 孜 追
求。一方面，要力保口粮安
全，另一方面，日益匮乏的地

下水资源频频发布预警。如何
突破两难困境？马兰农场培育
的节水小麦给出了令人惊喜的
答案。而破解小麦节水密码的
关键，就藏在农场一处 3 米深
的土坑里。

马兰农场场长卢吉庆介绍
说，“通过剖面图你看，小麦
的根多还深，现在能扎到两米
五以下，自己到深层土壤‘找
水喝’。这个品种要是在极度
缺水地区进行推广，不但具有
可观的经济收益，而且还会带
来显著的生态效益。”

截至目前，辛集市以马兰
农场为龙头，育繁、推广的小
麦新品种达30多个，年播种面
积 700 万亩，占我省小麦种植
面积的五分之一。按每亩节水
80—100 立方米计算，年节水
逾 5 亿立方米，是一座百万人
口的中等城市 6 年的生活用水
量。近10年间，从马兰农场走
向全国的麦种也累计突破 7 亿
斤，足迹遍及河北、河南、山
东、山西、陕西、新疆等地。

2020 中 国（辛 集）国际
皮革皮草时装周7月8日开幕

节水小麦播种面积700万亩
年节水逾5亿立方米

▲近日，在辛集市马庄乡标准化全自动鸡舍内，养殖户正
在收鸡蛋。该项目每年拿出收益为贫困户分红，并安排贫困
家庭的劳动力就业。 河北日报通讯员 娄雅坤摄

◀近日，在辛集市旧城镇“云大集”农产品电商中心扶贫
车间里，工人李栋正在对即将发货的甜瓜进行包装。

河北日报通讯员 娄雅坤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