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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路曼

派出“第一书记”帮扶低收入村

“五位一体”大手笔精准扶贫
首农食品集团

最近不到一年的时间， 在河北省
行唐县的一片农田上， 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 高大的厂房拔地而起， 百
余名当地农民将在厂区内就业， 实现
从农民到工人的身份转换， 上岗职工
预计每户可实现年收入超过5万元。 这
里 便 是 首 农 食 品 集 团 产 业 扶 贫 项
目———峪口禽业100万套蛋种鸡养殖示
范园区。 与带动就业同步发生变化的，
还有行唐县3329个建档立卡贫困户 ，
他们将在项目运行后， 每年拿到10%
固定收益和三年之后的利润分红。 优
先就业等长期扶贫方式， 也在一定程
度上帮助贫困户实现增收。

据了解， 为有效落实国家精准扶
贫战略， 结合京津冀协同发展总体要
求， 2018年5月8日， 首农食品集团产
业扶贫项目———峪口禽业100万套蛋种
鸡养殖示范园区在河北省行唐县开工
奠基 。 项目负责人颜培根告诉记者 ，
该项目投资金额2.3亿元， 建成后将成
为世界最大的单体蛋种鸡项目， 年可
向社会提供优质商品代健母雏8000万
只 ， 可提供就业岗位上千个 、 带动
3329个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

值得一提的是， 该项目采用 “五
位一体” 的精准扶贫模式， 即农民土
地、 政府扶贫资金和贷款贴息、 银行
贷款、 首农政策、 峪口禽业技术相结
合。 由峪口禽业与当地农民合作社共

同出资成立合资公司， 峪口禽业负责
经营管理， 并通过租金、 股金、 薪金、
利金方式对贫困户提供长期扶贫。 据
悉， 今年三月， 该项目中的雏鸡场即
将投产， 扶贫成果也将在落实中得到
具体显现。

峪口禽业100万套蛋种鸡养殖示范
园区项目仅仅是首农食品集团精准扶
贫工作中的一个点。 近年来， 首农食
品集团不断提高政治站位， 坚决贯彻
落实， 切实增强对口帮扶协作的责任
感 、 紧迫感和使命感 ， 自觉 、 主动 、
积极地把对口帮扶工作与企业产业结
构调整、 产业转型升级结合起来， 通
过项目投资 、 基地建设 、 科技帮扶 、
安置就业和产销对接等方式， 构建了
帮扶长效机制 ， 形成了 “产业推动 、
渠道联动、 科技驱动、 品牌互动、 就
业带动” 有机融合的具有首农食品集
团特色的 “五位一体” 精准帮扶新模
式。 仅河北地区投资就超过110亿元，
累计带动超过10万农户就业， 超过30
万人脱贫致富。

而所谓 “五位一体” 精准帮扶新
模式， 即： 通过产业推动， 发挥龙头
作用推动精准扶贫 ； 通过渠道联动 ，
实现政府企业多方共赢； 通过科技驱
动， 增强贫困地区造血机能； 通过品
牌互动， 加快产业调整升级； 就业带
动， 实现 “一人就业、 全家脱贫”。

据统计， 仅在产业推动方面， 首
农食品集团有27家二级企业在北京市
对口帮扶地区的7省市开展投资项目61
个， 总投资152.73亿元 。 其中 ， 在河
北、 河南等地区建设了多个现代化奶
牛养殖基地和蔬菜基地， 在内蒙古兴
安盟、 赤峰等地区建设集收购、 仓储、
销售于一体的粮源基地等。 他们通过
“企业+合作组织+农户组织” 等方式，
提升了帮扶地区生产组织化程度， 带
动了帮扶地区的经济发展， 助推了当
地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 实现了经
济合作、 带动增长与助推产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相结合的模式， 切实做到
了促进发展与脱贫致富相得益彰。

当然， 产业是基础， 就业是关键。
首农食品集团助力帮扶地区实现产业
升级发展的同时， 不断在贫困人口就
业方面聚焦发力， 以产业项目为平台，

最大限度地安置建档立卡户就业。 在
人员录用时优先选用有就业需求的贫
困人群， 使每户困难家庭能够有一名
劳动人口就业， 促进贫困户通过就业
劳动实现增收， 从而实现 “一人就业、
全家脱贫”。 目前， 该集团直接提供新
增就业岗位超过17400多个， 带动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35000户， 有效助力贫困
户就业增收。

“精准帮扶工作是国家战略， 推
动北京与对口帮扶地区开展产业合作，
是政府的号召、 人民的期待、 国企的
责任， 更加是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
具体举措和实际行动。” 首农食品集团
相关负责人表示， 未来， 该集团将以
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继续践行国企社
会责任， 在打好精准扶贫攻坚战等重
大战略中积极作为， 为助力当地经济
社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扶贫脱低工作， 一定要深入调
研， 还要多听村民们的意见， 不能拍
脑门就出主意。” 房山区霞云岭乡石板
台村第一书记姜磊边想边说。 姜磊原
为北京金隅琉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质
量部副部长， 2016年11月， 他带着金
隅集团的嘱托， 到石板台村开展扶贫
工作。 走马上任的第二天， 就有村民
问他 “你能给我们村带多少钱来？” 他
回答： “没钱。” 听此， 村民直接说：
“什么都带不来， 你来干嘛？” 村民的
话给了姜磊当头一棒， 他暗想 “看来，
这工作不好做啊”。 从此也开始了姜磊
履行第一书记职责的生涯， 这一干就
是两年多。

石板台村位于房山的深山区， 属
于低收入村。 由于村里没有经济支柱，
年轻人大多在外工作， 留守的大多是
老人 、 孩子和劳动技能较低的人员 ，
实际居住人口只有200多人。

为了让赋闲在家的村民实现就业，
姜磊和村委一同商量、 调研， 开发了
79个公益岗位。 “这些岗位大都是街
道、 社区的保洁工作， 离家近、 劳动
强度低 ， 月工资400元到600元不等 ，
非常适合留守在家的村民。”

村里的公益岗位招聘满员了， 姜
磊又盯上了社会招聘。 他不仅联系企
业在村里开起了招聘会， 还带着有就
业、 换岗意向的村民到乡里参加招

聘会。
去年年底， 一位村民到村委会办

事。 聊天中， 姜磊了解到这位村民有
换工作的想法， 于是推荐他参加了丰
台区某单位的招聘， 最终他面试成功，
签订了合同。 本以为这位村民可以顺
利入职， 可没过多久， 姜磊却接到了
求助电话。 原来， 此前， 由于担心社
保中断， 找到新工作后， 他并未在原
单位提出离职。 新单位无法为他办理
保险， 才发现情况， 于是通知他要解
除合同。

在姜磊的积极协调下 ， 今年1月
份 ， 这位村民终于在新单位上班了 。
“村民打电话告诉我， 他现在每个月的
工资从原来的2000左右， 直接跳升到
了 5000多 ， 他高兴极了 。 ” 姜磊说 ，
“2017年， 我们推荐了1位村民外出就
业。 2018年， 我们推荐了8人。”

为了提高村民收入，姜磊还搞起了
技术培训。 最初，他瞄上了可以在荒山
野岭间生长， 经济价值又较高的黑枸
杞，于是请来技术人员为村民讲课。 课
堂上， 一位村民问培训老师；“种黑枸
杞，一年能产生效益吗？ ”老师说，“怎
么也得三四年。”结果，村民直接说，“那
你别讲了，我们不听。 ”

姜磊坦言， 那一瞬间， 他和老师
都有点 “懵 ”。 不过 ， 从此他也意识
到， 自己的出发点虽然好， 但也要考

虑实际情况和村民意愿。 进一步跟村
民沟通中， 他了解到， 此前， 乡里搞
过 “百里核桃带”， 石板台村部分村民
也种植了核桃， 但一直缺乏规范管理。
另外， 有些村民也在养蜜蜂。 于是他
请来老师， 为大家进行果树修剪、 蜜
蜂养殖管理的培训， 这次受到了村民
的欢迎。

“集团要求我们与帮扶村建立长
期有效的帮扶机制。 2018年5月， 我们
已经与霞云岭乡石板台村签订了 ‘一
企一村’ 结对帮扶协议书， 将继续深
化精准扶贫工作。” 金隅琉水党委书记
唐高介绍， 下一步， 集团将结合当地
资源禀赋， 协助石板台村建设一个农
产品合作社， 有效盘活当地农产品资
源， 助力石板台村增收 “摘帽”， 在这
场脱低攻坚战中， 彰显国企的责任与

担当。
记者了解到， 金隅集团党委始终

高度重视帮扶工作。 自2016年11月起，
金隅集团党委分别从党建引领帮扶 、
资金物资援助、 农业技术培训等方面
对石板台村开展了全方位帮扶。 金隅
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姜德义， 党委
副书记吴东等多次到石板台村调研指
导 “脱低” 工作。

姜德义表示， “精准脱贫” 是党
中央提出的 “三大攻坚战” 之一， 当
前全市开展的低收入村 “脱低” 工作
是贯彻落实中央要求的具体举措， 金
隅集团作为市属国有企业， 将义不容
辞地发挥积极作用。 对石板台村计划
建设的 “脱低” 产业项目， 集团党委
将给予大力支持 ， 确保 “脱低 ” 由
“输血式” 向 “造血式” 转变。

金隅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