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刘斐然 1 月 16 日，由省社科院国际学术交流

中心主任马志超带队的省优化营商环境调研组深入我县进行调

研。县委书记卢展明，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郗淑芳，县委常委、

宣传部长冯华一同调研。

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我县沁州黄醋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潞宝金和生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实地调研，详细了解企业生

产经营情况和我县营商环境建设情况。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调研组与企业代表、政府有关部门

负责人就我县营商环境建设情况进行座谈，听取了我县优化营

商环境工作情况汇报。座谈交流中，马志超仔细询问有关服务

项目、审批依据、办件情况、承诺时限及审批授权情况，详细了

解我县简政放权、推进行政审批事项改革主要做法及存在的困

难和问题，对我县优化审批流程、压缩审批时限、推进行政审批

事项 " 放管服效 " 改革给予充分肯定，对我县下一步推进行政

审批制度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并与我县领导及部门负责人共商发展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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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 2017 年公路建设综述

为确保“十三五”期间县域公路实现提档升级，我县坚持“四好农村路”规划设

计与脱贫攻坚相结合；农村旅游公路、环湖旅游公路规划设计与“北方水城·美丽

沁州”规划相结合；“两高”连接线规划设计与县城建设总规相结合；景观设计与本

土文化相结合的原则，提前谋划了总投资规模达 30 个亿的交通升级计划。科学编

制了《四好公路建设工作规划》，从 2017 年到 2020 年，四年时间在全县分步建设

县、乡、村公路 687.5 公里，其中，县道 133 .41 公里，乡道 276.2 公里，村道 277.9 公

里，总投资 12.6 亿元。

四好公路 惠及民生

“这不仅是一条百姓路，更是我们村的旅游路，是目前为止我们村标准最高的

路。以前，俺们村的路都是土路，雨天积水多，走路脚上全是泥。现在，你看，俺们

村的路光蛋蛋的，都通到家门口了。前几天下雪的时候，村里的喇叭一喊，全村的

村民都出来扫雪，有的拿着扫帚，有点拎着铁锹，有的推着平车，老百姓都愿意来

维护村里的四好公路，一条路的寿命大概是 20 年左右，保养的好的话，可以走更

多年。”听说我们来采访四好公路建设情况，册村镇后沟村的老百姓争相跟记者聊

了起来。“我们村有六百多口人，算一个中等大小的村落。我们村的四好公路全长

12.6 公里，宽度是六米，与新漫（新店到漫水）路相连，将我们村与外界更好的连接

在一起。村里公路环村而建，转圈铺路，依旅游路线而建，不仅将旅游景点连接起

来，而且将各条小巷也串通起来，使我们村的路可以连接到各家各户的门口，非常

便利，改善了我们村的村容村貌。”后沟村副支书杜广胜说。

像后沟村老百姓一样高兴的还有高庄沟村、西寨村等 50 多个村。西寨村的 74

岁的老党员王万珍说，托共产党的福，我们这个村的面貌也变的越来越好。入党这

么多年，现在是最好的阶段，县里把我们村的路修的又宽、质量高，以前我们只能

是自己找车出行，小商小贩根本就不进我们村，要买点东西很麻烦。现在，路修好

了，公交车（从册村镇到县城）也通到了我们村，自己可以坐公交去县城，小商小贩

也经常来我们村叫卖，实在是太方便了。

2017 年以来，我县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打赢“建好、管好、护好、运营

好”农村公路攻坚战的总要求，按照省市关于“四好农村路”建设实施的统一部署，

结合全市“五道五治”行动，全面启动了“四好农村路”建设。按照“十三五”规划，

“四好农村路”建设任务为 74 个项目 144 .272 公里和计划外项目 41 个项目 113.6 公

里，项目拟采用 PPP 模式，已与山西省第三建筑工程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意向书，预

计总投资约 38590 万元，截至目前，项目已全部开工建设，完成脱贫村“四好农村

路”52 个 73.5 公里。

环湖旅游 诗意通道

“我是一个体育爱好者，每天都会绕西湖走一圈，现在改跳健身操了，因为我

知道县里今年正在修建环湖旅游公路，给我们居民提供一个更加健康舒适的活动

场所，心里很高兴。”张大妈说。

正在建设的连接县城南湖、西湖、瘦西湖、北海四大湖泊的环湖旅游公路建设

项目，规划投资 7.9 亿，全长 19.06 公里，12 米宽，标准四车道。现已按 ppp 项目实

施程序进行了招标，并完成了环西湖段 1.7 公里试验段路基工程，预计 2019 年 10

月建成通车；工程已经修好桥梁山洞，正在进行路基建设。环湖路的修建不仅对周

边村开发农家乐等餐饮、住宿产业以及旅游文化产业都极大的推动作用，更是完

善我县产业体系的重要推手，对于我县旅游发展有时代性的意义。在当前大生态、

大旅游、大产业的建设格局下，绿道建设有助于引导我县发展转型，产业结构优

化，进一步完善我县旅游度假和休闲服务设施，提升我县生态环境质量，满足居民

和游客游览、健身、养生养老和特色化休闲等需求，提供安全、舒适、健康的户外活

动平台，为我县旅游资源进一步发展助力。

景点连接 提档升级

我县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水资源丰富，自然生态好，空气质量优。近年来，县

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旅游产业发展，把“旅游强县”摆上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在

规划编制、项目建设、线路设计、功能提升等方面求突破。特别是 2017 年我县全域

旅游全面启动，进一步推进全县旅游资源的有机整合和各类产业的深度融合，带

动旅游产业全面提质和跨越发展。我县将按照全时间、全空间、全产业、全过程“四

全”模式，以国际化的视野、前瞻性的眼光、开放包容的胸襟，全域化加快旅游开发

与运营，全方位提升“北方水城·美丽沁州”旅游品牌，力争早日把我县建成全市乃

至全省全国的最佳全域旅游目的地。

去年，我县规划了三条旅游景点连接线，一条是总投资 2100 万元，全长 3.2 公

里的 208 国道至玉华山森林景区旅游公路建设，现已完成投资 1645 万元，路基工

程和防护工程全面完工，预计 2018 年 10 月份可建成通车；一条是总投资 1.333 亿

元，全长 4.86 公里的 208 国道至南涅水石刻馆旅游公路建设项目，现已完成投资

4580 余万元，路基完成 2 公里，中桥、涵洞防护工程已完成工程量 55%，预计 2018

年 10 月份可建成通车；一条是我县至太焦高铁武乡西站一级公路项目，现已进入

实施阶段，争取在高铁修通后完成。两条旅游线路的建设，拉大了我县线路的整体

框架，形成了滨河东路，滨河西路，将会带动周边村的产业发展，对推动县城旅游

业的发展，对我县的经济建设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高铁连接线修成后，将建立我

县与外界的沟通渠道，改变了我县多年来交通落后，发展封闭的旧格局，为我县全

域旅游和发展县域经济提供道路保证。

开新局再造交通优势 筑坦途助推水城建设
本报记者 王艳 魏泽欣

豆腐老曹的“致富经”

本报讯 “松村乡十里八村，哪个人没吃过我树堂做的

豆腐，不说多了，就是我做的豆腐下锅翻炒都炒不烂的功夫

别人都学不来，今年一年光卖豆腐我就赚了 7 万多块钱。”

松村乡青修村的“豆腐王”曹树堂喜滋滋地说道。

43 岁的曹树堂，他先后在外打过工、跑过出租车，日子

过得虽不富裕但也有滋有味。可是现有的生活

不能满足他致富的欲望，2017 年初开始创办了

青修村树堂精点豆制品厂。但是，家里没人有做

豆腐的经验，这可怎么办呢？曹树堂决定拜师学

艺，他的师父就是互联网。他和媳妇在网上下载

了很多关于制作豆腐的视频，又外出去其他豆

腐加工厂参观学习，曹树堂一边学一边做，开始

做出来的豆腐连自己家人都看不上，后来渐渐

地摸索出了门道，做的像那么回事儿了。家人觉

得他做的豆腐够格去售卖了，但曹树堂自己还

不满意，他说：“我要么不做，要做就做最好。”凭

着这腔子热情，他硬是把普普通通的豆腐做成

了精点豆腐。买过他豆腐的人都知道，他的豆腐

不仅不易烂、口感细嫩，而且豆腐味十足。曹树

堂的豆腐一经上市就名声大噪，甚至县上的饭

店和超市也指定在他这里订购豆腐。

曹树堂的精点豆制品厂经过一年的经营，

生意越来越好了。由于每天市场供不应求，豆腐产量大并

且还得要保证质量，于是让自己的弟弟曹三堂跟着他一起

干，每天专门负责给各个超市、饭店、菜店送豆腐。

为保证豆腐的口感，曹树堂每天要忙到凌晨 12：00 点

以后才去睡觉，第二天早上 5:00 多又要起来打包销售。“先

选豆、清洗，再粉碎豆子、去皮，再把去皮后的碎豆子放到水

中浸泡十几个小时；上磨磨浆至细腻如乳，再用箩过滤；上火

熬制到 100 度后再降温至 70 度 ，揭皮；后放到匣子里，压 1

小时；最终冷却、入库。”整个工序，他早已烂熟于心，介绍起

来一气呵成。面对笔者感叹的话语，他却丝毫不在意，说道：

“干一行爱一行，百姓信任你，每天来照顾你的生意，你就要

对得起人家的信任，要把最好的东西拿出去回报人家。”

“酒香不怕巷子深”，曹树堂从来没有打过广告，用他

自己的话说就是：“口感就是最大的宣传。”因为口感好，

县里的超市、饭店等一年四季都在他这里订购豆腐。正是

他这种淳朴、负责任的品格，让他有了不少固定客户和源

源不断的新客户。说起这些客人，他笑道：“今年开始已

经不敢再接更大的生意了，做不过来了，以后厂房扩建好

了，产量上来了再接新客户。”曹树堂介绍，他每天都要做

1500 多斤豆腐，一斤豆腐批发价 1 块 5 毛钱，2017 年一年

卖豆腐他净赚 7 万余元。

作为一名憨厚朴实的中年汉子，勤劳和善良、淳朴和

勇敢，不甘落后，敢为人先的品质在曹树堂的身上体现得

淋漓尽致。他没有因为满足现有的生活就失去了对生活敢

拼敢闯的热情，他在创业中点亮了自己的人生，活出了属

于自己的精彩生活，成为十里八村名副其实的“豆腐大

王”。

走转改 好人物 好家庭 好团队

本报讯 元旦前夕，段柳乡王庄村的农户王四孩，把最后一

车小米送到了县城的沁州黄小米集团公司。由于与沁州黄公司签

订了订单合同，小米的销售有了保障，他家当年的小米种植规模

扩大到了七十多亩，年收入达到了六万多元，家里还新盖了五间

新房。老王一家就是县联社所参与推行的“公司 + 基地 + 贫困

户”金融精准扶贫模式的受益户之一，在全县像他这样的受益农

户共有三千多户。

2017 年以来，县联社在助力全县扶贫攻坚中，积极探索实践，

初步形成了“四位一体”资产收益、“公司 + 基地 + 贫困户”、“能人

大户 + 合作社 + 贫困户”等三种较为成熟的金融精准扶贫模式，产

生了较好的带动作用。

在“四位一体”资产收益模式方面，该联社将原来投放给龙头

企业和能人大户的信贷资金，改由贫困户承贷后，以股金的方式投

入到龙头企业和能人大户中，贷款利息通过财政贴息的办法解

决，企业则按约定的分红比率将分红资金交付给贫困农户。这样

既使缺乏收入项目和产业的贫困户获得了稳定的分红收益，也解

决了龙头企业和能人大户发展中所面临的资金困难，在惠及更多

贫困百姓的同时，实现了多方共赢。一年来，通过资产收益扶贫

模式先后向潞宝金和生农牧公司、海州科技农业公司等龙头企业

发放贷款 6620 万元，参与其中的 1324 户贫困农户共获得分红

529.6 万元。

在“公司 + 基地 + 贫困户”模式方面，该联社紧紧围绕全县产

业发展格局，依托县域涉农龙头企业，积极支持特色产业项目发

展，着力提升龙头企业的带动效应，通过特色产业发展助力贫困户

实现精准脱贫。先后向沁州黄小米集团有限公司投放产业项目贷

款 7423 万元，可带动 3000 多户贫困户种植沁州黄小米脱贫致富。

在“能人大户 + 合作社 + 贫困户”模式方面，该联社制定了

专项扶持方案，分别向册村镇河止村运输公司发放扶贫项目贷款

110 万元，向养鸡能人大户秦雪梅发放项目贷款 200 万元，向南

里乡唐村贫困户种植蔬菜大棚项目发放贷款 40 万元等。助力贫

困户发展特色产业项目，在部分乡镇初步形成了“一村一品”的

产业脱贫格局。

为更好地发挥三种金融精准扶贫模式的作用，该联社还在改

进优化金融服务方面采取了相应的配套创新举措。一是升级了客

户信息收集技术。专门成立了农户信息系统研发组，自主研发了农

户信息管理系统，将数据库与扶贫办“建档立卡”数据库实时对

接，实现了客户信息录入、查询、评级、授信等功能的电子化和系

统化，将大数据应用贯穿于精准扶贫识别、决策、匹配、帮扶、管

控、服务、退出的全过程，为金融精准扶贫提供了强有力的“数据

保障”。二是优化了客户评级授信机制。专门成立了整村授信项目

组，逐村逐户开展整村授信工作。突破乡镇行政区划制约，设立了

五个区域办贷中心，分片集中办理评级授信业务。全面推行员工包

村终身责任制，每名员工根据人口多少分别对接 1-2 个村子，具体

负责所包村评级授信、金融宣传、收贷收息等金融服务工作，不受

岗位、职务调整影响，直至离开单位前终身不变，逐渐成了所包村

的“准村民”。

在此基础上，该联社将贫困户贷款申请人的年龄从 60 岁上调

至 65 岁，申贷单元调整为以户为单位，如果户主不符合贷款条件，

其他成员符合条件也可申请扶贫贷款，有效扩大了扶贫贷款的适

用范围，提高了贫困群体的获贷率。对个人小额扶贫贷款执行基准

利率，降低贫困户资金使用成本。一年来先后投放个人扶贫贷款

1.93 亿元，让利达 770 余万元。截至 2017 年末，该联社扶贫贷款余

额达 2.75 亿元，当年净增 1.84 亿元，超额完成了地方政府、上级部

门和监管部门下达的目标。近日，中央电视台在我县采访扶贫工作

时，还专门就该行金融精准扶贫工作采访了联社主任米华伟，在

2017 年 12 月 28 日的央视财经评论节目中进行了报道评论。晋荣

县联社：“三种模式”奏响金融精准扶贫最强音

脱贫攻 看我沁州

秦 超

本报讯 记者 秦超 县委书记卢展明带领 13 个

乡镇及相关单位负责人，赴河南省兰考县、四川省

广安区考察学习了脱贫攻坚工作。县委副书记、政

法委书记郭爱斌，副县长魏瑛一同考察。

考察团先后深入兰考县东坝头乡张庄村、谷营

镇霍寨村、土固阳镇范场村和徐场村、仪封乡代庄村，

广安区兴平镇丁坝村、白马乡白马村等六个乡镇多

个脱贫攻坚工作有特色有亮点且有代表性的村，重

点就贫困村产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和“两不愁三

保障”和精准帮扶等脱贫攻坚工作参观学习，并积

极与当地领导和扶贫部门、乡镇、村级干部进行座

谈交流，仔细聆听学习兰考、广安脱贫攻坚工作的

先进经验和典型做法。考察团还考察学习了兰考正

大 1500 万只肉鸡和 300 万只蛋鸡产业化项目、奥吉

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双孢菇种植加工销售基地

和兰考中蔼制衣有限公司社会扶贫“巧媳妇”就业

基地、河南五农好食品有限公司、广安区村级电商

服务点和农丰农业柠檬储藏保鲜基地等扶贫企业项

目一线，并就潞宝金和生肉鸡养殖加工招商项目与

正大集团进行了洽谈对接，初步达成了项目投资合

作意向。

考察结束后，卢展明专门就学习兰考、广安经

验进行了安排部署，要求考察团人员对标先进，切

实把脱贫摘帽作为一项硬任务、硬要求，进一步转

变思路理念、拓宽方法路径，针对当前存在的突出

问题，找准突破口，打好攻坚战，确保完成 2018 年

脱贫摘帽目标任务。

卢展明带队外出学习考察脱贫攻坚

1 月 17 日， 我 县 田 园 香 土

特产开发有限公司员工正在分

装产品。该公司通过 “公 司 +

农户”的经营模式，引导周边

群众发展特色小米种植，实现

“生产、加工、包装、销售”一

条 龙 ， 变 “ 输 血 ” 为 “ 造 血 ”

带动群众和贫困户增收致富。

秦超摄影报道

图为曹树堂弟弟曹三堂正在搬送豆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