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高艳查看贝贝南瓜的长势

本报讯（通讯员 呼浩浩 记者 任
琦）近日，记者走进延川县大禹街道石
克村贝贝南瓜种植基地，舒展的南瓜叶
像打开的扇子，叶子后面若隐若现地躺
着一颗颗贝贝南瓜，犹如一盏盏绿色的
灯笼摆放在田间，村民们也正忙着给南
瓜疏枝、打蔓。

大禹街道办贝贝南瓜种植产业链项
目，是由西安雨润农副产品全球采购有
限公司与延川县源园农业种植农民专业
合作社共同打造，通过“公司+合作社+
农户”的方式引导企业与新型农业经营
组织、群众形成有效利益链接，让村民通
过就近务工、土地流转、企业分红等，实
现增收。

源园农业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刘毅介绍，合作社吸纳了马家店和石
克村 138名农户，公司还专门聘请了山
东的专家开展了贝贝南瓜种植培训，提
高村民的技能本领。贝贝南瓜到了收获
季后，再由公司筛选雨润农产品物流体
系内4个批发市场的经营商户进行订单
式采购，保障南瓜的销售渠道。

“贝贝南瓜产量高、销路好，正常生

长周期约 100天左右，收获后土地还可
以种植其他农作物，实现了土地利用最
大化，老百姓得到土地转让金的同时，还
可到种植园进行劳动工作得到劳务报
酬，实现一份土地两份收益。”大禹街道
办副主任高艳说。

“我经常在南瓜种植园务工，不仅每
天能挣到 180元的工资，还能学到田间
管理技术。现在既有土地流转的收入，
又能在家门口打工，对于农民来说，这是
多好的事呀。”延川县大禹街道办石克村
村民白瑞利谈起如今的收入感到十分开
心。

据了解，大禹街道办贝贝南瓜产业
链项目在石克村和马家店村共种植贝贝
南瓜 650亩。截至目前，种植基地全面
覆盖灌溉系统，石克村建成 8个建设简
易蓄水池，可蓄水400立方米，能满足整
个区域内的灌溉需求。

“现在贝贝南瓜长势很好，农户们也
干劲十足。”高艳表示，“下一步，大禹街
道办将持续推进该项目二期、三期建设，
完成 2000亩地标准化贝贝南瓜种植园
区建设。”

贝贝小南瓜 农户“致富瓜”

进行时乡村振兴

看小康走进乡村

本报讯（通讯员 冯妮娜 张西亚
杨桦 记者 杜音樵）近年来，随着自媒
体短视频的兴起，洛川县的短视频创作
者们在抖音平台发布了大量有关洛川风
土民情、自然风光、历史文化、苹果产业
发展等方面的作品，向更多人打开了了
解洛川的窗口，带动苹果销售、休闲农
业、乡村旅游发展，推动三产融合。目
前，洛川县已成功培育出延美洛川苹果、
果臻美、满城红等一批新媒体企业营销
账号，涌现出了平哥平嫂、痞子、洛川苹
果大叔等本土农民网红，他们通过短视
频直播带货形式销售洛川苹果，成为洛
川电商销售的新生力量。截至7月4日，

“#洛川苹果”抖音话题突破 10亿次播
放。

今年 42岁的张永亮既是洛川县旧
县镇的一名果农，也是当地知名的“网
红”。他给自己取了一个网名叫“洛川苹
果大叔”，分别在抖音、快手、火山小视频
等各个短视频平台注册了个人账号。“我

主要就是拍一些关于洛川苹果的搞笑视
频段子，逗大家一笑，加上‘#洛川苹果’
话题后，播放量非常不错。”张永亮一边
说着，一边给记者展示他在抖音平台发
表的作品。记者看到，置顶的短视频播
放量 900多万次，获得 12万个赞，9000
余条评论和1.5万次转发。

搭上电商快车的新果农，从“面朝土
地背朝天”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手机
变成了“新农具”，数据变成了“新农资”，
直播变成了“新农活”，通过开拓电商销
售新领域，促进当地果农增收、产业富
农、脱贫奔小康。

今年 33岁的张秀秀是地地道道的
洛川娃，目前她正在洛川创业，销售洛川
苹果。

“打理好幼果，还得赶去冷库盯着发
货哩。”张秀秀说。6月本是洛川苹果的
销售淡季，但她凭借网店将苹果卖向全
国，每天都有将近5吨的出货量。

跟着“#洛川苹果”抖音话题，延美生

鲜旗舰店的苹果销量也不错。“欢迎大家
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这是咱们洛川苹果
的专场直播，喜欢吃苹果的宝宝们，给主
播们点关注，给咱们洛川苹果点关注，下
方小黄车可以去购买。”7月4日，在延美
生鲜旗舰店的抖音直播间，李萌正和粉
丝介绍着。

据延美生鲜旗舰店的负责人赵会琴
介绍，2021年9月开始，他们在抖音直播
销售洛川苹果，日销售额最高达5000多
单 20多万元，累计销售额达 2000多万
元。“我们目前有8个直播，遇到旺季，一
个月收入达1万元。目前我们还在招聘
中，为下半年苹果销售做工作。”赵会琴
说。

2020年 9月，洛川县电商中心作为
农投杯·延安市首届延安苹果、洛川苹果
品牌推广短视频大赛的协办单位，积极
与抖音平台对接，把“#洛川苹果”作为抖
音官方热点话题，在平台上持续进行流
量推送。2021年 9月，洛川县电商中心

举办“洛川苹果中国红”短视频大赛暨百
名网红果乡行活动，参赛的作品添加话
题“#洛川苹果、#洛川苹果中国红”在抖
音平台发布，通过达人粉丝的号召力，在
新媒体上提升洛川苹果品牌的影响力、
号召力。同年11月，举办洛川苹果熟啦
抖音线上推广活动，发布短视频带话题

“#洛川苹果、#洛川苹果熟啦”。
“通过连续举办的洛川苹果原创

短视频大赛，极大地激发了洛川新媒体
电商和全县短视频爱好者拍摄洛川苹
果原创短视频的热情，形成了人人宣传
家乡，人人为洛川苹果代言的良好氛
围，也将‘#洛川苹果’热点话题推向抖
音农特产品话题第一。”洛川县电商中
心主任姜云说。

据了解，从2013年开始，洛川县政府
把“洛川苹果”作为主打品牌，全力发展当
地电商产业，拉动产业转型升级。自从

“触网”以来，洛川苹果电商销售额从400
万元增长到2021年的超12.5亿元。

本报讯（记者 王静 张鑫）近日，宝塔区河庄坪
镇万庄村数字乡村综合服务中心举办了首期万庄电商
主播示范培训班。来自延安偕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
工作人员分别从短视频制作、作品发布等多个方面向
万庄村及周边的直播爱好者进行了详细讲解。

延安偕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一家服务于三农
的企业，入驻万庄村以来，依托万庄高标准电商数字化
服务平台，致力于培养更多的本土电商人才，助推万庄
乡村振兴。该公司创始人李萌介绍说：“进驻万庄村以
来，我们免费举办了为期五天的万庄电商主播示范培
训班，吸引了周边大量的电商爱好者前来培训。同时
开始了全视频和直播带货运营，帮助农户销售农特产
品，收到了良好的成效。”

市委组织部人才科副科长、万庄村第一书记徐亚
军说：“自从引进直播带货团队，万庄村直播爱好者
的理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人才的引进和农产品
销售也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徐亚军介绍，自去
年以来，通过专家多方调研和科学策划，万庄村确立
了“党建强村、产业富村、企业驻村和旅游兴村”的发
展思路，明确了“一村、一园、三个基地”的发展定
位。万庄村作为 2022年全市乡村振兴创建村，在市
委组织部的积极帮扶下，将继续依托电商数字化综
合服务平台，以人才振兴助推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我
市乡村振兴示范村。

据了解，市委组织部自 2019年 9月帮扶万庄村以
来，致力于人才引领、产业振兴，建立了山仑院士工
作站，与延安大学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搭建了科研
基地和实验室，引进多支外来人才队伍，带动培育了
本土人才的发展。逐渐形成“党建强村、产业富村、
企业驻村、旅游兴村”的发展思路，确立了“一村、一
园、三个基地”的发展定位。截至目前，万庄村果园
面积达到了7200余亩，改造蔬菜大棚54座，新建大棚
19座，新推坝地 18亩，打造菌类养殖示范基地。同
时，全面完善了各类基础设施建设，极大改善了万庄
村的人居环境。民宿、休闲垂钓、生态游等多种形式
的乡村旅游业也渐成规模。

苹果“触网”产业升级

本报讯 （通讯员 吕梅 记者 王
静）近日，中国农批延安农产品物流园
与宝塔区冯庄乡成功签订关于三期蔬菜
市场合作的战略合作协议，将有效解决

“散户销售、无固定经营场所”等制约延
安本地菜发展的问题，推动延安市蔬菜
产业结构调整。

此次协议签订后，中国农批延安农

产品物流园将充分发挥市场平台优势，
在场内设立“冯庄乡蔬菜基地直供直销
专区”，为冯庄菜农提供专区专营、营销
推广、物业服务等绿色通道，并提供相应
的市场扶持政策，最大限度满足其经营
需求；在扶贫助农、产销对接、电商培训
方面给冯庄乡建档立卡贫困菜农义务提
供帮助和支持，拓宽困难农户销售渠道；

后期将与冯庄乡政府联动开展好各项
“助农惠农”工作，帮扶带动菜农增收致
富。

据悉，中国农批延安农产品物流园三
期蔬菜市场商户招商率已达 96%，本地
菜种植商户占有重要位置。双方在前期
洽谈中已达成一致共识：将始终秉持“情
系三农、助农为民”的合作原则，共同做

好延安本地菜产销对接工作，为解决菜
农蔬菜销售难和提高农民收入作贡献。

冯庄乡乡长杨树伟表示，冯庄乡政府
将自觉履行市场管理条例，保障所供本
地菜质量安全，保证在特殊时期、特殊气
候条件下的市场蔬菜类产品供应，繁荣
市场交易，与市场方协同做好农产品保
供稳价和扶贫助农各项工作。

经营场所固定了 销售渠道拓宽了
冯庄乡蔬菜入驻中国农批延安农产品物流园

小康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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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奋进新征程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建功新时代

他山之石乡村振兴

盛夏时节，太行山深处郁郁葱葱。走进河北省阜
平县龙泉关镇顾家台村，一幅生态宜居的乡村振兴图
景呈现眼前：一座座崭新的民居依坡而建，村口宽敞平
坦的水泥路四通八达……

地处革命老区的顾家台村，过去交通不便、产业基
础薄弱，曾是典型的太行山区深度贫困村。近年来，村
里大力发展食用菌种植、高山林果、生态旅游等一批富
民产业，为乡村振兴营造新的增长点，乡村振兴路越走
越宽广。

顾腾飞是顾家台村第一批返乡创业的“90后”。
2020年，顾腾飞回到村里，发现路宽了、村子更美了，
决定回乡创业开民宿，带动村里近20人就业。

“村里产业兴旺，年轻人返乡创业才有干劲儿！”顾
家台村党支部书记顾锦成介绍，2021年顾家台村的人
均可支配收入由2012年底的980元增长到19153元。

站在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脱贫地区进一步激发
乡村振兴新动能，打好就业收入扩增战，精准施策稳就
业保民生。

在六盘山脚下的固原市泾源县，宁夏盛飞豪供应
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里，33岁的车间工人
魏晓霞正在进行一批牛肉串产品的挑串、摆串工作。
这些牛肉产品包装后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

“我每天乘公交通勤只需 20来分钟，每个月能挣
2000多元，在家门口工作挣钱感到很幸福。”魏晓霞
说。

魏晓霞家住泾源县香水镇大庄村，这里地处曾有
“苦甲天下”之称的西海固腹地。近年来，泾源县发展
肉牛养殖业，肉牛产业成为支柱产业之一。产业基础
夯实了，落户企业变多了，带动就业也明显了。今年，
当地就近、就地就业总人数占转移就业总人数的
66.5%，比去年同期高出10多个百分点。

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进程中，改革依旧是乡村
迈向更高发展水平的关键词和原动力。

保留老校舍的墙面黑板，沿用瓦片屋顶设计，搜集
学校教书育人故事……在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富盛镇
董溪村，始建于上世纪60年代、占地1000余平方米、荒
废近20年的董家塔小学老校舍，去年被打造成为一家
亲子游主题民宿，直接带动10多位村民就近就业。民
宿经营者、绍兴“90后”摄影师沈亚璐还发挥专业所
长，义务为村民拍摄人像照，并面向自己抖音账号的
25万粉丝推介董溪村。

董溪村党总支书记董伟剑介绍，小学老校舍是村
集体资产，由于闲置时间较长，且涉及原承包主体和村
民委员会，其盘活利用存在一定困难。在政府部门组
织协调下，相关方将其转租给民宿经营者，受益主体是
村集体经济，并带动周边村民增收。

2021年，富盛镇全面推进农村闲置资源全域激活
工作，激活闲置农房 1.6万平方米、山水林田湖资源
41.2亩，全镇吸纳社会资本 2200多万元，为乡村产业
发展注入新活力，带动全域村民增收。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年来，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地乡村振兴“小故
事”不断涌现，乡亲们的“钱袋子”越来越鼓，村庄越
来越美。

电商企业入驻村庄
点燃村民直播热情

乡村振兴“小故事”
汇成“大文章”
新华社记者

近日，宝塔区柳林镇开展防返贫监
测和帮扶工作“进村入户讲政策”宣传活
动。活动在该镇22个行政村同时开展，共
发放了 1000余份宣传单，走访了 2000余
户8000余人。

通讯员 党剑锋 摄

进
村
入
户

讲

政

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