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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魏县河北绿珍食用菌

有限公司的工厂化雪耳生产车

间里，一排排白色大朵雪耳正迎

来新一轮采收上市季。

“产品从菌种培育、温湿度控

制、市场销售等，全部通过自动化

设备和互联网控制运行。”公司副

总、技术负责人周玉浩说。

这，是魏县大力发展智慧农

业提升产业扶贫实效的一个缩影。

魏县是一个农业大县，人口

106万，2018年高标准实现脱贫

摘帽，成功入列全国农村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先导区创建县。

为进一步巩固提升脱贫成效，

该县大力发展智慧农业，创新

物联网购销平台，增加自动化

检测设备，提高农业效益，促进

农民增收。

“目前，我县已建成农村电

子商务服务站 541个，魏县鸭

梨、绿珍食用菌等9个种类50

余款地方特色产品实现在电商

平台销售。”魏县电商服务中心

负责人贾振川说，中心去年帮助

绿珍公司入列全县电子商务进

农村综合示范项目重点企业，进

一步拓展了绿珍食用菌网上销

售渠道。截至2018年底，该县

网商已达2459家，电子商务年

交易额5.78亿元。

作为省农业产业化经营重

点龙头企业，河北绿珍食用菌

有限公司采取“公司+基地+农

户”经营模式，生产车间实现温

度、湿度自动化检测调控，公司

吸收400多个贫困户入股，日

常有 100多名职工参与采收、

包装等，人均月收入 2000 多

元。今年 4月，在邯郸市举办

的第四届京津冀蔬菜食用菌产

销对接大会暨河北省特色优势

农产品推介活动上，800余名参

会人员走进绿珍公司现场观

摩，对企业积极参与精准扶贫、

实现现代化经营发展的情况给

予积极评价。

在该县野胡拐乡蔡东村爱

上菇扶贫产业园，已建成的50

多座香菇食用菌大棚，全部通

过互联网检测温度、控制湿

度。在其中一座大棚里，脱贫

户魏巧珍正忙着与同伴一起采

摘香菇，按照采摘量每天折合

收入60多元。

“园区通过村委会从群众手

中流转土地，采取‘五统一’模式

管理，统一流转土地、统一建棚

模式、统一技术指导、统一品牌

经营、统一收购销售，鼓励群众

包括贫困户通过自营或者托管

方式入股，实现企业、村集体和

农户三方受益。”园区青年业主

郭长城说，园区一个大棚占地1

亩多，投放菌棒1万棒，年实现

效益5万元以上，利润在2.5万

元左右。目前，园区已建成投产

香菇大棚50座，带动就业创业80

多人，其中建档立卡户20人。园

区目标是流转土地300亩，建设

培育棚、出菇棚200座，年产值

500万元，带动就业创业400人，

其中建档立卡户100人。

“无人机打药就是好，省人

工、省时、省水、省药。”近日，在

北台头乡方里集村优质小麦大

田，种粮大户段佐军正在使用无

人机为小麦喷洒农药和营养

液。当前，小麦正值成熟期，该

县农业部门组织专业合作社和

农户，（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河北日报记者邢杰
冉）6月10日，全省部署推进职业

技能提升行动电视电话会议在石

家庄召开。会上传达了省长许勤

关于部署推进职业技能提升行动

的批示。副省长张古江出席会议

并讲话。

许勤在批示中指出，开展大

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是提升劳动

者就业创业能力、缓解结构性就

业矛盾、促进扩大就业的重要举

措，是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支撑。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围绕落实好

就业优先政策、促进比较充分的

就业，用足用好失业保险基金和

其他培训资金，扎实高效完成我

省承担的职业技能培训任务。要

坚持以市场为导向，适应经济转

型升级需要，深入实施人才助力产

业升级三年行动计划和职业技能

提升行动，针对不同就业群体精心

设计培训内容，创新培训方式，提

高培训质量。要进一步深化职业

技能培训领域“放管服”改革，充

分调动企业、职业院校和社会培

训机构等参与培训积极性，努力建

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

大军，为新时代全面建设经济强

省、美丽河北作出更大贡献。

张古江指出，要切实增强开

展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的责任感、

紧迫感，与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进

一步提升广大劳动者的职业技

能、职业素养和就业创业能力，服

务服从重大国家战略实施，积极

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有效破解结

构性就业矛盾，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针

对无技能和技能不足的群体，拓展职业技能培训覆盖面，

重点抓好企业职工、农民工、退役军人、“两后生”和贫困劳

动力的培训工作。要充分调动企业、职业技工院校、社会

培训机构的积极性，形成各类培训主体踊跃参与职业技能

培训的良好局面。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满足劳动者就

业需求、企业用人需求为目标，科学制定培训计划，创新培

训内容，优化培训模式，提升培训质量，提高职业技能培训

的针对性、实用性、有效性。要加强组织领导，密切协调配

合，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强化资金保障，形成省级统筹、部

门参与、市县实施的工作格局。

魏县：智慧农业提升产业扶贫实效
□记者 赵晓慧 通讯员 王德峰 马书丽 郭海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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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任县西固城乡骆

家庄村蔬果初盛，花木扶疏，村

口新建的百翁园让人眼前一

亮。“这些是彩绘轮胎，将废旧轮

胎刷上不同颜色，连接在一起，

拼装成各种造型。”西固城乡党

委书记骆军峰介绍。

创意从何而来？以前，村

里的废旧轮胎、旧瓮等经常被

村民随意丢弃，影响村容村

貌。今年3月，任县打响全县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战，并探索开

展县直机关干部“回乡联村”行

动。包联干部高凯英、董春国、

骆军峰与该村干部、村民代表

商议，决定将废旧轮胎、旧瓮美

化再利用，在村北的闲置空地

上建设一个以“百翁园”命名的

小游园。

说干就干。村负责人骆志

礼和几位村干部开始沿街、沿村

收集废旧轮胎和旧瓮，他们买来

油漆，将400多个轮胎刷上各种

颜色，连在一起变成一条彩虹栅

栏，而400多个旧瓮魔术般地摆

成了一个迷宫。

这一创意也得到全村人

的支持。村民把家里的废旧轮

胎搜集到一起，大家齐动手，开

始装扮百翁园。漫步园内，坦

克、钟表、机器猫、秋千、桌椅、

毛毛虫……各种创意设计的彩

绘轮胎映入眼帘，百翁园也初

具雏形。

然而，按照百翁园的设计规

划，建设资金还是有缺口。骆志

礼介绍，为了解决资金缺口，村

民们纷纷自掏腰包，共筹集约5

万元，买来凉亭、柏树等物品，一

个设计独特、环保实用的小游园

建成了。

“真没想到废旧轮胎也能变

得这么好看！开始我还看不出

门道，设计好以后发现真好，每

天早上都有老人在这里锻炼身

体。”在百翁园，村民骆计平正陪

着孙子在“坦克”上玩耍，满腔自

豪地说：“五一假期还有人来我

们这里参观哩。”

如今，800 多个彩绘轮胎

和旧瓮作为美丽元素，“妆”

出了骆家庄村的美丽风景。

彩绘轮胎的创意，也激发了

村民废物利用、变废为宝的

热情。

村民们纷纷拿出被遗忘在

角落里的石磙、石磨、纺花车、织

布机、圈椅、煤油灯等老物件，聚

集在一起，建起了历史感十足的

骆家庄村村史馆，唤起全村人的

乡村记忆。

在村民骆兰振家，记者看

到，他正在用洗衣液的空瓶子制

作花盆，准备种上花装扮自己的

庭院。他说：“我要参加今年的

美丽庭院评比，拿个‘美丽’奖。”

如今，在骆家庄村，让废物发挥

余热，装点村庄和庭院，已成为

一种“时尚”，村民都愿意用双手

来美化家园。

任县：废旧物“妆”出好风景
□通讯员 武娜 记者 马德明

本报讯（河北日报记者四建
磊）6月11日，省委书记、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王东峰在保定市调

研检查。他强调，各地各有关部

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指示

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做

好“三夏”生产工作，确保农民群

众增产增收。

王东峰首先来到保定市清苑

区北店乡中林水村，考察绿色高

质高效小麦方田。农业技术专家

告诉王东峰，得益于良好的自然

条件和优质麦种的大面积推广，

今年小麦颗粒饱满、品质较高，亩

产量与往年相比有明显提升，丰

产丰收在望。王东峰听后非常高

兴，他走进麦田，实地察看小麦长

势，认真了解土壤墒情。王东峰

指出，当前，我省已经进入“三夏”

生产的关键时期，各地各有关部

门要高度重视、周密准备，组织广

大群众开展抢收抢种，确保增产

增收。要科学做好天气预警预

报，制定应急预案，防范暴雨、冰

雹等恶劣天气。要密切关注土壤

墒情，及时开展夏种工作，着力保

障农资供应，积极推广优质节水

种子和先进农业技术，确保农民

群众在秋季有更好的收成。

麦浪翻滚，机器轰鸣，几台大

型联合收割机正在一望无际的麦

田中紧张作业。王东峰走上前

去，与收割机手和农民亲切交流，

详细询问大家今年的收成怎么

样，一年的收入有多少，党的惠民

政策能不能落实到位。群众告诉

王东峰，今年小麦长势喜人，丰产

已成定局，大家的收入一年更比

一年高，打心眼里感恩习近平总

书记，感谢党中央，感谢党的好政

策。王东峰叮嘱大家，要始终听

党话、跟党走，勤俭持家、艰苦奋

斗，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随后，王东峰来到保定市粮

食和物资储备局直属库，认真了

解夏粮收购和粮食储备工作。

王东峰强调，粮食收购关系到农

民的切身利益，农民群众非常关

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精心做好夏粮收购工

作，严格质量标准，公开公平收

购，切实保障农民利益，绝不让

农民吃亏。要加强粮食储备工

作，健全责任制度，坚守安全底

线，强化技术创新，不断提高粮

食储备的质量和水平，让党和政

府放心，让群众满意。

省领导高志立、聂瑞平、时

清霜参加调研检查。

王东峰在保定市调研检查时强调

扎实做好“三夏”生产工作
确保农民群众增产增收

本报讯（记者郑建卫）作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12

个整省试点之一，我省各项改革任务积极推进。截至目

前，6295个村已全部完成改革试点任务，确认成员身份数

1627.6万人。全省已基本完成全国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

资系统数据录入工作，清查账面资产总额1813亿元，其中

经营性资产669亿元；核实资产总额2443亿元，其中经营

性资产771亿元。

根据要求，今年我省将在全省范围内全面完成农村集

体资产清产核资的基础上，重点在确认农村集体成员身

份、有序推进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赋予农民对集

体资产股份权能、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功能作用、多种

形式发展集体经济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全部试点任务到

2020年10月底前基本完成。

截至目前，承德市双滦区、平泉市，石家庄市行唐

县，邯郸市馆陶县，邢台市桥西区作为全国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整县试点（第一批和第二批）已全部完成改

革任务；第三批10个国家级试点（2个整市试点、8个整

县试点）各项任务进展顺利并将于10月底前完成改革

任务。

我省6295个村完成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任务

6月11日，唐山市一家

机器人生产企业的技术员

在调试消防机器人。

近年来，唐山市加大科

技创新力度，引导相关企业

发展机器人、智能装备、智

能硬件等产业，以机器人和

智能装备制造助力当地经

济转型升级。

新华社记者 牟宇 摄

唐山唐山

机器人制造
助力经济转型升级升级

6月11日，国网内丘县供电公司技术人员深入

田间地头，对跨越麦田的电力设施开展特巡特护，及

时消除安全隐患，保障“三夏”期间村民用电安全、电

力可靠供应。图为技术人员向内丘县李田村村民介

绍夏季安全用电知识、麦田防火须知。

刘继东 贺青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