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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纳百余名贫困户
实现就业扶贫

杨桂英是 2018 年 3 月 12 日进入好朋
友乳业的。她清楚地记得，那天，拦隆口
镇卡阳村第一书记鲍武章带着她和 60 多
名村民，走进了好朋友乳业，参观生产车
间，了解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

之后，杨桂英和村民们与好朋友乳业
签订入职协议。公司为他们准备了隆重
的欢迎仪式，她非常意外，有一种被重视
的感觉。

一晃，工作快两年了，杨桂英每个月
能领到 3000 元工资，一日三餐由公司免
费提供，住的是四人标准间，带网络，还有
额外的 500元扶贫工资。“马上要过年了，
我能领到 1000 元的节日补贴和 200 元奖
金。”杨桂英个子不高，微胖，笑起来红红
的脸蛋略带羞涩。

进入好朋友乳业前，杨桂英在外打零
工，收入不高，且不稳定，一家六口人吃
饭，女儿考大学、儿子上中学都得花钱，她
和丈夫压力不小。如今，她的工资除补贴
家用外，还能为孩子们存点钱。她说：“这
个工作没什么难度，我很满意。”

好朋友乳业生产总监丁新建介绍，公
司有员工 207 人，绝大部分来自西宁周边
农村，平均工资每月 5000 元。像杨桂英
这样的员工有百余人，来自西宁市湟中县
拦隆口、田家寨等镇，公司额外补贴 500
元扶贫工资，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
就业扶贫。

1000户奶农销路不愁
每户年均增收七八千元

对一家企业来说，扶贫可不止这点事
儿。

好朋友乳业的牛奶主要来自西宁湟
中、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和黄南藏族自治
州同仁县的 7个牧场，与牧场签订了长期
合作协议，每年供应 2 万吨高品质牛奶。

就拿湟中县的青海藏地堂农牧科技有限公
司来说，连续十年为好朋友乳业提供奶源。

除牧场外，好朋友乳业还从湟中县、
大通县的 1000 户奶农手中收购优质牛
奶，约占奶源总量的 20%。奶农们的销路
不愁了，每户年均增收七八千元，好朋友
乳业因此获得了 2017 年度脱贫攻坚先进
单位荣誉称号。

所有收购的牛奶采用食品级储藏罐
冷藏，保持温度在 2 摄氏度至 4 摄氏度之
间，集中运输至车间，日均供应量 80吨。

80 吨牛奶到了车间并不意味着都能
变成酸奶或鲜奶，而是要进行严格的生鲜
奶检测，检测合格才能留下。按照要求，
收购的牛奶蛋白质含量达每百毫升 3.1克
以上，国家标准为每百毫升 2.9克；脂肪含
量达每百毫升 4.0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4岁的王凤礼是一名质检员，为企业
严把质量关，她倍感自豪。2018年 11月，
中专毕业的王凤礼从海东市乐都区高店
镇大峡村来到好朋友乳业，每月工资 3200
元，每月回一次家。她说：“我的工作就是
让大家放心购买我们的产品，虽然工作不
难，但责任重大，我很有成就感。”

打铁还需自身硬
扶贫还需自身强

打铁还需自身硬，扶贫还需自身强。
好朋友乳业深知，只有不断升级产品，在
瞬息万变的市场站稳脚跟，扶贫工作才能
更好地开展下去。

让丁新建充满信心的是，公司拥有领
先国际水平的生产设备。2014年，好朋友
乳业引进了瑞典艾克林包装设备，2015年
引进了瑞典利乐包装设备，2018年又引进
了德国康美包装设备。“这些设备不仅大
大提升了产品的安全性和无菌性，还有效
提高了产能。我们有 8条生产线，单线每
天可生产 30 吨，每小时生产 2.4 万包酸
奶，这个成绩在青海排第一。”丁新建说。

好朋友乳业于 2000 年投产，同年在

青海乳制品行业中率先推出碗装凝固型
酸奶。这种酸奶一面市，青海人立马爱上
了它，走到哪都能看见它的身影，并声名
远扬，俘获了省外消费者的心。20 年过
去了，这一味道让人记忆犹新。

目前，好朋友乳业推出了 12 个品种
酸奶，包括新研发的常温青稞黑米酸奶、
青稞藜麦酸奶、无蔗糖酸奶、黑枸杞酸奶、
蓝莓酸奶等，具有鲜明的高原特色，极大
地丰富了青海人的餐桌，其拳头产品当属
青稞黑米酸奶、冰淇淋酸奶。

公司还生产了 6 个品种的鲜奶，酸奶
和鲜奶加起来多达 40余款，一年产量 3万
吨，其中酸奶占 60%，鲜奶占 40%。40%
的产品销往西南、华南、华北地区的 20多
个省市，以华南地区为主。

走出去 引进来 赢未来
去年，好朋友乳业带着响当当的产

品，参加了不少政府组织的推介活动，如
名优特产品推介会、俄罗斯国际食品展览
会等，大大小小有十几场展会，收获了知
名度、影响力和实实在在的客户。

在俄罗斯，好朋友乳业带去的 200 多
箱酸奶产品被一抢而空，深受俄罗斯人喜
爱，得到了当地经销商认可。丁新建认
为，这是商机，意味着好朋友乳业有机会
参与国际合作，有机会把青海的乳制品推
出国门，开拓国际市场。

走出去的同时，丁新建也在积极引进
来。2019 年，上千人走进好朋友乳业参
观，不乏来自新西兰和德国两大乳制品生
产大国的交流团，让丁新建对企业发展有
了更多想法。

今年，好朋友乳业将继续发挥民营企
业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巩固青海市场的
同时，加大走出去的步伐，大力开拓省外
市场，力争使产能提高 30%。丁新建表
示，企业发展壮大了，才能为社会多作贡
献，才有能力为更多人创造幸福生活，才
能赢得未来。

就业扶贫 百名贫困户走上脱贫路
本报记者 彭娜 实习生 逯桂

本报讯（记者 滕继伦 马智尧）新
年伊始，门源回族自治县迎来新年里
第一场重大节庆活动。1月 10日，祁连
山国家公园（青海·门源）冬季文化旅
游节如期而至。当地群众和游客相聚
在浩门镇小沙沟村共享门源冬日的别
样乐趣，品味门源山水的神奇韵味。

门源县给人的第一印象是金色的
油菜花海和巍峨的祁连雪山，然而，冬
季的门源一片银白，被厚厚的冰雪覆
盖，呈现出不一样的美。门源县历史
文化深厚、旅游资源富集，既有神奇秀
美的自然风光，也有厚重多元的文化
遗存，更有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是放
飞心灵的大美之地。

近年来，门源县按照省委“一优两
高”战略部署和海北藏族自治州委“五
个海北”建设思路，积极抢抓建设青海
国家公园示范省、创建海北州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区和门源县省级全域旅游
示范县等重大战略机遇，坚持高标准
规划，多举措推进，全方位推介，门源
文化旅游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旅游
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全县旅游
接待人数和旅游综合收入呈现出高速
增长的良好态势，文化旅游产业已成
为推动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劲动
力。

本届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门
源）冬季文化旅游节以“绿色、和谐、融
合、创新”为主题，历时三个月，充分融
入冰雪、文化、体育等旅游元素，内容
丰富多彩，参与性、体验性强，是广大
游客体验冰雪运动激情、领略体育运
动乐趣、感受民俗文化魅力的一次盛
会，是门源县丰富旅游产品体系、加速
冰雪运动发展、活跃冬春季旅游市场
的新亮点，也是宣传门源的亮丽名片
和重要窗口。

门源迎来
冰雪旅游季

本报讯（记者 李玉清）“展览是一次
成果展示，更是一次与广大市民和游客
的心灵对话。希望通过展览，引导每一
名观展的市民，通过艺术感触生命、感悟
生活、体会爱与美好……”近日，西宁市
2020 年迎新春画展在西宁市文化艺术中
心开展，展期持续到 1月 31日。

画展共展出 85 件书画作品，涵盖中

国画、书法、油画、版画、水彩画、综合材
料、民间绘画等多种艺术形式，集中展现
新时代青海壮美的山川景物、绚丽多彩
的民族风情、独具个性的民俗文化、和谐
发展的城乡生活以及经济、社会、文化建
设等方面的新气象和新成就。

西 宁 市 文 化 旅 游 广 电 局 副 局 长 倪
利生表示，西宁城区建设不断提速，城

市面貌日新月异，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生态美、环境美、城市美、山水美、人文
美交相辉映，美美与共。所有这些西宁
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成果和西宁儿女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英姿给他们提供
了丰富多彩的创作背景和创作题材，激
发了广大文艺工作者艺术创作灵感、创
作激情。

西宁迎新春画展开展

“年纪大了，又没有文化，能找到这份工作，我很珍惜，也很感恩。”
1 月 8 日，青海好朋友乳业有限公司包装车间里，40 岁的杨桂英麻利地
将一盒盒酸奶装箱，她一天能装三四百箱酸奶，这个速度绝对算得上
一名优秀的包装工。

在好朋友乳业，像杨桂英这样的员工有上百人，他们凭借勤劳的
双手，依靠企业精准扶贫政策，走上了脱贫路。

游客体验冬日乐趣游客体验冬日乐趣。。本报记者 滕继伦滕继伦 摄摄

本报讯（记者 王臻）1 月 9 日，全省农
村牧区工作会议在西宁召开。省委书记
王建军、省长刘宁分别提出工作要求。省
委常委、副省长严金海出席并讲话，省委
常委、省委秘书长于丛乐主持并讲话。省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海昆、省政协副主席
杜德志出席会议。

王建军指出，2019 年，全省“三农”工
作迎难而上，顶压前行，保持了平稳健康有
序有效发展的良好态势，取得了优异的成
绩，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
献。成绩来之不易。谨向奋战在“三农”一
线的同志们表示问候和感谢!今年是打赢
脱贫攻坚战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交

汇期，做好全省“三农”工作意义重大。要
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
会会议专门研究“三农”工作时的重要讲话
精神，对标决战全面小康硬任务，聚力乡村
振兴战略总抓手，坚持“三农”工作重中之
重地位不动摇，把稳把牢农业基本盘，发挥
好“三农”压舱石作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再立新功。

刘宁指出，过去一年，全省“三农”工作
坚持以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启动创建
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示范省，积极有效应对
风险挑战，实现了农牧业丰产丰收，农牧民
收入持续提高，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了有力支撑。新的一年，全省“三农”工作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委省政府
决策部署，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
进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示范省建设，深化农
业农村改革，构建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体系，
着力补齐全面小康“三农”领域短板，持续
推进“三农”工作提质增效，为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和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新贡献!

会议强调，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收官之年，做好“三农”工作具有特殊重
要意义，要按照省委“一优两高”战略部署
和省委十三届七次全会要求，紧紧围绕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总目标，切实担当推动“三
农”工作的政治责任，汇集各方资源打赢脱

贫攻坚战，加快补上全面小康“三农”短
板，坚持不懈抓好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示范
省建设，持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农牧区
改革，狠抓农牧业稳产保供和农牧民增收，
保持农牧区社会和谐稳定，确保脱贫攻坚
战圆满收官，确保全省农牧区同步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

会议讨论了《中共青海省委青海省人
民政府关于补上“三农”短板，确保如期实
现全面小康的实施意见（讨论稿）》，表彰
了青海省科技兴农贡献突出科研推广团
队，部署了全省万名干部下乡活动，海东、
海西、果洛三市州和省发展改革委、省农业
农村厅、省扶贫局负责同志作了交流发言。

全省农村牧区工作会议召开
王建军刘宁分别提出工作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