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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郎庆利

凤城市宝山镇岔路村

枝繁叶茂，生机盎然。
在丹东凤城市宝山镇岔路村的

14 个蓝莓大棚里，7000 余棵蓝莓树
长得正壮。

一头钻进大棚，眼中却不是预想
中蓝莓串串、压弯枝头的景象：树叶
间，空空荡荡；枝梢头，一果难寻。

绿枝蔓叶间，宝山镇岔路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郎庆利道出原
因：盛果期已过，每个大棚 1500公斤
蓝莓早已销售一空。

不止如此，30 个草莓大棚，每个
大棚7500公斤草莓也已售罄。

新冠肺炎疫情之下，销售不受影响？
采 摘 体 验 暂 停 、物 流 运 输 不

畅……岔路村“第一书记”李明哲
坦言，疫情之初，销售遇阻。

“一年受损，承包户可能几年翻
不过身来，不仅影响承包户收益，而
且影响今后产业发展。”看着村里大
棚中的蓝莓、草莓，当时的郎庆利、李

明哲跟着着急。
一系列“保生产”措施迅速出炉。
防疫不能松，发展不能停。为了

保证正常生产，防疫用口罩、消毒水、
酒精向产业大棚倾斜，每天进行消
毒，大棚工作人员必须戴口罩上岗。

增强流动性，减免承包金。村里
通过“四议一审两公开”减免大棚的
承包金，每个大棚拟减免 1000 元至
2000元，缓解承包户经营压力。

技术指导，延期上市。当地邀请
农经局技术人员到村指导，延迟草莓
上市时间 3 到 5 天，尽量错开因疫情
影响的困难期。

集中收购，定点销售。村里主动
联系草莓、蓝莓中间商，确定两家中间
商为主销商，设立集中采摘放置收购
点，集中上车运输销售，减少流通环节。

由于策略及时，草莓、蓝莓种植
户的恐慌心理逐渐消除。销售渠道
打通之后，草莓与蓝莓的销量与价格

很快恢复正常。在大棚里打工的200
多名村民，也由满面愁容转为一脸笑
容。

岔路村的蓝莓、草莓卖得好，“脱
贫果”也发挥出多重效应。

宝山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今
年，凤城市在整合当地扶贫产业资金
基础上，集中扶贫产业资金 426 万
元，紧紧依托岔路村产业优势、技术
优势、人力资源优势，集中建设小浆
果大棚 24个，促进当地贫困户增收，
同时用于全市建档立卡贫困户差异
化分配，预计带动全市建档立卡贫困
户1418户、3134人增收。

眼下，新的产业发展计划已经
摆在了郎庆利的案头。“我们要创立
自己的浆果品牌，商标和名称已经
有了初步设想。而且，我们已经联
系了专业的电商公司，通过时下最
热的‘直播带货’，让我们的产品走
向更广阔的市场。”郎庆利说。

浆果溢香 扶贫良方

“这叫‘守得云开见月明’，挺过
了三四月份的艰难，现在我们服装厂
的生产经营都恢复了正常，今年我们
的收入争取再上一层楼。”6月10日，
站在服装生产车间里，该厂负责人包
丽丹开心地对记者说。

2018年5月，葫芦岛市南票区投
资 88.4 万元建起了缸窑岭镇服装
厂。作为镇扶贫项目，厂子主要给兴
城的中国泳装基地做带料加工。由
于他们加工生产的泳装质量好又讲
诚信，很多企业都愿意与他们合作。
服装厂经营得有声有色，第一年仅半
年时间就收入 13 万元，第二年收入
27 万元，成为全镇十几个村建档立
卡贫困户的“金饭碗”。

今年年初，在疫情冲击下，交通
阻断，布匹等原材料无法进货，更要
命的是原来的订单也都取消了，服装
厂复工面临困难。

眼见得从十里八村赶过来干活
儿的妇女们眼睛里的热切和希望渐
渐地暗淡下来，作为该项目负责人的
缸窑岭镇妇联主席包丽丹“急得火上
房”。她一次次地跑到兴城市泳装生
产基地，一家一家地寻找订单，可经
常一无所获。

无奈，包丽丹找到南票区妇联、葫

芦岛市妇联，经过协商，最终，葫芦岛
市妇联通过竞标方式为服装厂争取到
了一批作公益马甲的活儿，并保证按
时足额给付加工费。镇党委书记吴春
雷、镇长李辉也都积极为他们建平台、
拉订单，使厂里的生产走上正轨。

3 月 12 日，春寒料峭中，伴着一
张张喜盈盈的笑脸，缸窑岭镇服装厂
200多平方米的厂房里，响起了咔嗒
咔嗒的缝纫机转动声。

“这个厂可是救了我，也救了我
们一家人啊！”说这句话时，47 岁的
徐军眼里有泪光闪过。

徐军一家四口，两个女儿都在上
学，家里仅几亩薄田，种玉米年收入
不足千元，一家人的生活仅靠徐军在
外打工支撑。2017年徐军家被纳入
建档立卡贫困户。今年春节后受疫
情影响，丈夫失去了工作，一家人生
活陷入困境。“到了这个时候，借钱都
没人敢借你。”徐军说。

就在这时，村干部找到她，介绍
她到服装厂上班。“现在我每天从早
7点干到晚 7点，每月可挣 3000元至
3400 元，而且都是按时开支。”徐军
说，有了这笔钱，再加上丈夫在外打
工的收入，今年一家人就可以稳稳地
脱贫了。

机器转起来 日子好起来

“听见缝纫机又这么响动起来，
咱心里可踏实呢！”6月10日，朝阳县
根德营子乡根德村头，朝阳德强服装
制造厂内，说起工厂复工的事，村里
建档立卡贫困户李亚海放下手里的
活儿计，止不住地笑：“每月 2000 元
的收入又能落定了。”

去年，乡里以近 58 万元的扶贫
资金为主要资本投入，建成这家扶贫
工厂后，李亚海就开始在厂里打工。

“前阵子受疫情影响，厂里停工，可把
我上火坏了。”

“我那火，上得比她还大呢！”说
起停工的事，厂长轩德强话不多。德
强服装制造厂，是根德营子乡政府为
加大产业扶贫力度建设的扶贫项
目。按规划，企业的收益将全部用于
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分红，同时部分有
劳动能力的贫困户，也可以在厂里打
工。年初，在疫情影响下，企业原有
订单被取消，服装厂被迫停产。“订单

撤了，设备停了，市场没了，一堆人眼
巴巴看着我，我可明白了什么叫煎
熬。”一提起当时，轩德强就难受。

关键时刻县扶贫办出手了。派
专业人员研究企业经营方向和市场
环境后，“上级给咱俩建议，提升生产
能力、转产。”乡党委书记邰志民接上
话头。

4月，在乡党委、乡政府的介绍下，
朝阳浪马轮胎有限公司来厂调研，迅
速决定，利用公司2000多名职工工服
的生产订单，激活服装厂。召开协调会
议，确定生产事宜，采购、试运行新设
备，进货布匹原料，召集工人开工……
很快，厂里的机器又重新运转起来。

“这会儿还上火不了？”看大伙儿
唠得欢，邰志民故意问道。

“这会儿，不但不上火了，干活儿
还上劲儿呢！”李亚海的话，又激起一
片笑声。“以前，咱厂设备单一，承接
订单能力也受限。如今，咱们订单不

但稳定，生产能力也提升了，外接订
单时更有底气了。”轩德强的介绍，让
工人们不禁围过来，七嘴八舌地说，

“看来，往后的日子只会越来越好
了。”

“那是必须的！”和着大家的笑
声，县扶贫办主任钱德志肯定地表
示。疫情发生以来，朝阳县夯实领导
力量和包保责任，建立了五级网格化
管理模式，加快推进扶贫车间在内的
企业复工复产。除落实一系列上级
政策举措外，县里的“项目管家”特派
员还主动上门服务，全力协助企业破
解复工复产的制约要素。

“复工复产不是终点，达产达效，
让大家在扶贫工厂的帮助下，把日子
过得越来越好，这才是我们的根本目
标。”钱德志表示。说话间，厂房内裁
剪、刺绣、缝纫、钉扣、码边……机器
运转之声，和着大家的笑声，飞出窗
外。

一针一线 织就幸福

全力
以复

“老刘，先把这些鸭子装车发走。”
“张哥，这批鸭崽儿送进棚，打灯再少
添点儿料。”……6月14日下午，石运
在自己的养殖大棚间来回穿梭，不时
地交代工作，不时上手添料喂鸭。

在开原市中固镇新屯村，石运
是有名的养殖大户，50 栋鸭棚里装
满了不同批次的鸭子，“嘎嘎”的鸭
叫声在棚内此起彼伏。

虽然有十多年的养鸭经验，其间
经历过各种各样的困难，但今年的疫
情冲击，还是让石运感到“前所未
有”。他说：“从各地实施封闭开始，
饲料运输、肉鸭出栏等具体问题都是
我需要面对的。”

事实上，最让石运紧张的，是自
己熟悉的一些养殖同行，因合作的屠
宰公司有意“压栏”，原来40来天应收
购的肉鸭常被拖延到近60天。“这不
单是时间问题，肉鸭42天过后食量增
大还不长重，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

那段时间，石运时时关注着合作
企业开原市亚辉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亚辉牧业”）的动态。只有链条转动
起来，他才觉得安心。作为一家生产能
力达2000万只，集代种鸭繁育、代肉鸭

养殖和回收、生产加工、销售及冷链仓
储于一体的综合型农牧企业，亚辉牧业
也为尽早复工复产下足了功夫。

疫情防控期间，开原市扶贫办
与动监所组成指导组，对亚辉牧业
生产过程全程督导管理，涉及对进
出人员、返岗管理人员、装卸队、隔离
人员等9类人进行体温监测；检查各
场点消毒情况和人员分餐情况；核实
复工人员未外出证明等。亚辉牧业相
关负责人表示，公司往年正月初三就
会复工，今年虽然有疫情影响，但公司
在配合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也加
快了复工复产步伐，这样一来，才能保
障上游端养殖户的利益不受损害。“尽
管销售端需求减少，公司扩大了冷冻
库存，但压力不能传导给他们。”

“事实上，企业复工复产受益最
大的群体是公司员工。”驻企服务专
员张新泉说，中固镇15个行政村中，
就有11个村的村民在公司务工挣工
资，人均月收入2600元至5000元。

亚辉牧业复工复产期间，还带
动贫困户就业 15 人。梁家台村的
李惠敏就是其中之一，“厂子开工
了，我们脱贫致富就有望了。”

厂子开工了 致富就有底了

“有活干，心才安。”
采访时，这是我们听到建档立卡贫

困户们表达最多的一句话。
这个往常看来简单、朴素的表

述，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下，实现
起来却困难重重。这句话背后，是一
个分量颇重的社会议题。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不失
时机地推动复工复产，事关经济社会
健康稳定发展，事关脱贫攻坚如期全
面收官。对各级党委、政府来说，这
既考验执政能力，也体现服务水平；
对各地产业、企业来说，这既决定眼
下效益，也决定未来发展。

行走于全省，在田间地头、厂房
车间，我们欣喜地看到：省内企业顶
住压力、自挖潜力，正在逐步“满血复

活”；各地党委、政府主动作为、靠前
服务，正在寻找发展路子、多想致富
点子。

在铁岭开原，得益于当地扶贫办
与动监所组成的指导组，亚辉牧业加
快了复工复产步伐，疫情防控期间带
动贫困户就业 15人；在丹东凤城，宝
山镇岔路村“两委”帮助承包户减免
大棚租金，联系经销商，原本滞销的
几十万斤浆果销售一空；在朝阳市朝
阳县，朝阳德强服装制造厂借助县乡
两级的资源、指导和“上门服务”，车
间里的缝纫机又重新快速运转。

“出现 100个问题，总能找到 101
个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些“花式复
工”、疫情倒逼下的各类创新措施折
射出各地坚决打赢疫情防控和经济

发展两场硬战的昂扬斗志。在此过
程中，大家都拿出了攻坚克难、创新
求变、积极进取的开拓精神，也正是
这种精神，汇成了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战场上一鼓作气、一往无前的强劲动
力。

“其实，有些好办法，是因疫情而
产生，却不会因疫情而消失。只要有
转型发展的眼光勇气，有转型发展的
智慧举措，就能在大浪淘沙的竞争中
快人一步、先人一拍。”采访中，一位
干部的感叹引人深思。一次疫情，如
一次大考，在这其中经受住考验的措
施办法，如果有效而且可复制推广，
也许就会为一个企业、一个产业、一
个地区留下宝贵经验。

我们期待更多的好办法涌现。

办法总比困难多

行·思 XING
SI

扶贫项目的开复工情况不仅关系到贫困地区、贫困群众的
生产生活，也是社会经济运行的重要一环，关系到国计民生、千
家万户。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我省各地正紧盯任务目标，
多措并举、争分夺秒，加快推动扶贫项目建设和经营主体复工
复产。为降低疫情造成的不利影响，推动扶贫项目尽快落地见
效，我省备足了“粮草”，全年计划投资 23.97 亿元开展扶贫项
目。同时，派驻干部千方百计帮助发展产业、引进项目；相关职

能部门简化流程、提高效率，为扶贫项目实施开设“快捷通
道”。一系列“组合拳”之后，扶贫项目开复工不断提速。截至
5月，全省实有扶贫龙头企业 348 家，复产 339 家，复工率达
97.4%，吸纳劳动力总数为30411人，带动贫困人口6162人；
实有扶贫车间 295个，开工 279个，开工率为 94.6%，共吸纳
贫困人口就业2060人。

复工复产，全力以赴。

缸窑岭镇的扶贫车间里，缝纫机都转起来了。

德强服装制造厂里，工人们在为新订单“打版”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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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运

开原市中固镇新屯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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轩德强

朝阳县根德营子乡根德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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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包丽丹

葫芦岛市南票区缸窑岭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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