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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一个病残特困人员拖垮一家子的难题

东东昌昌府府区区建建集集中中供供养养中中心心见见成成效效
本报记者 张跃峰 通讯员 孙伟

当前，有不少贫困家庭是因为出现了病残特困人员，拖累着全家得轮流照顾而
没法外出挣钱。为了破解这个难题，东昌府区率先推行特困家庭失能人员集中供养
帮扶模式，通过建设集中供养中心积极探索特困家庭中的智障、肢残、病残等失能
人员集中供养模式，让病残人员得到全天候的专业精心照料和贴心关爱，让更多劳
动力从繁重的护理工作中解放出来，放心外出打工或发展产业项目实现增收，有效
解决“一人失能、全家困境”的贫困问题。目前，集中供养中心已经试运行，首批入住
失能人员20人，取得了初步成效。

据东昌府区扶贫办相
关负责人介绍，去年以来，
东昌府区在脱贫攻坚摸底
调研时发现，因病因残致
贫户数量较多，占比较高。

该负责人提供了这样
一组数字，全区89 . 85万人
口中，残疾人口1 . 2万人，
占总人口的1 . 34%，特别是
病残人员在建档立卡贫困
户中的比重更高。全区现
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3 1 4 5
户，其中因病致贫1824户，

因残致贫369户，因病因残
致 贫 户 数 占 比 高 达
6 9 . 7 3 % ，其中失能人员
400余人。一人失能、全家
拖累。

这部分贫困人口都是
贫中之贫、困中之困，由于
无劳动能力或因家中有病
残人员需要照料护理而无
法外出，对于产业扶贫、转
移就业、技能培训等帮扶
措施，这类特困群体均不
能参与其中，同时由于家

中有病残人员，除生活困
难外，负责照料的家属及
全家都背负了较重的精神
压力，时而久之，对身心及
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

近年来，东昌府区按
照要求，相继推行实施了
医生“一帮一”、“邻里互
助”等扶贫模式，有效解决
了一部分贫困家庭病残人
员的照料护理问题，释放
了部分劳动力务工或者发
展产业，但是由于失能人

员需长时间或者全天候陪
护照料，上述措施不能从
根本上解决有失能人员特
困家庭的困境。可以说，这
部分群体成为脱贫攻坚最
难啃的“硬骨头”，也成为
党委、政府面临的一个棘
手问题。针对这个问题，东
昌府区开始探索特困家庭
中的智障、肢残、病残等失
能人员集中供养模式，并
确定了把爱心福利院作为
集中供养中心建设地点。

全区3000多贫困户，将近7成因病因残致贫

建设集中供养中心的
同时，东昌府区还出台了

《贫困家庭失能人员集中供
养救助试行办法》，明确了
除精神、传染类疾病等患者
不在范围内外，农村五保
户、城市“三无”人员、城市
低保对象、农村建档立卡贫
困户等贫困家庭中的失能
人员，均可享受政府集中生
活帮扶。

对集中供养失能人员
进行严格筛选，吃、穿、行、
如厕、洗澡、上下床等6项指

标，必须有一项以上不能自
理或半自理才可入住供养
中心。具体筛选流程是先由
区民政、残联先从残疾、低
保、五保等数据库筛选出准
入人员，再由镇(街道)、村
(社区)及个人核实、说明情
况，最后由家庭按照自愿原
则进行申报。严格按照自愿
申请→入户调查→民主评议
→公开公示→审核审批五步
工作程序，由区民政(残联、
扶贫)、镇(街道、园区)、村(社
区)三级把关审核，确保每个

申请人员符合集中供养条
件。供养中心与失能人员、失
能人员监护人、镇(街道)签
订四方协议(明确各自的职
责和义务)后，失能人员即可
入住供养中心。

供养中心建立精准扶
贫档案，对供养人员实行动
态管理，确保集中供养公
平、公正。每个季度对供养
人员所在家庭的务工和产
业收入情况进行追踪回访。
供养人员通过治疗恢复自
理能力的，办理相应手续停

止集中供养；供养人员的家
庭通过劳动力释放实现“脱
贫摘帽”的，由其家人接回
家照顾或者在供养中心有
空余床位的前提下支付相
应费用继续享受集中供养。
对供养人员家庭“脱贫摘
帽”标准进行严格划定，在
家庭年度纯收入减去集中
供养所需费用后，人均纯收
入达到5000元以上，可认定
为“脱贫摘帽”，有效防止失
能人员回归家庭后再次返
贫的现象发生。

集中供养人员可进可出，实行动态管理

由于入住集中供养中
心的特困人员，生活不能自
理，需要精心照料。东昌府
区坚持以人为本，尽心竭力
为入住人员提供较高水平
的护理和生活服务。民政、
扶贫办、财局联合出台了

《关于加强孤残困难家庭人
员集中供养中心机构管理
的指导意见》，明确由区民
政局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督
管理，并对集中供养中心的
服务照料、消防安全、食品
卫生、工作值守、院务财务
等工作作出了明确规定。

把区人民医院西院区
确定为集中供养中心定点

医疗诊治单位，区人民医院
每天安排一名全科医生值
班负责常见病处理，每周对
入住人员进行一次身体检
查，每一季度进行一次全方
位查体，并为每个集中供养
人员建立了健康档案，对供
养人员健康指数进行统计
和分析。建立健全“五分钟
急会诊”机制，开通集中供
养急诊电话和绿色通道，配
齐氧气瓶等急救设备以及
药品，确保第一时间对发生
疾病的集中供养人员进行
紧急救治，五分钟内对口疾
病专家医生全部达到进行
紧急会诊。其中，供养人员

患重大疾病所需治疗费用，
由政府采取医疗救助方式
对其进行帮扶。

与此同时，聘请行业专
业人员，对工作人员进行专
业培训，使护理从业人员熟
练掌握护理及营养知识，确
保每名工作人员持证上岗。
每名护工人员服务3-5名失
能人员，服务质量实行量化
考核，与绩效挂钩。在床头
为每名入住人员配备了呼
叫系统，当有需要时可随时
呼叫护理人员，实现了全天
候服务。区医院专业人员每
周定期为集中供养人员提
供肢体功能训练，同时聘请

专业心理咨询师，对集中供
养人员开展心理教育和疏
导，并在供养人员活动区域
经常播放轻音乐，配合舒缓
其精神压力。精心配制健康
食谱，特别是提供差异化服
务，分类配制“三高”人员和
其他人员的食谱，引导供养
人员科学、健康、合理饮食，
一定限度上用食疗代替药
疗，减轻其对部分药物的依
赖程度，提升健康指数水
平。规范化管理、精细化服
务，保障了每名入住人员都
能得到精心护理、细心照
料、贴心关怀、诚心服务，时
刻感受到爱在身边。

提供精细护理，让每人时刻感受爱在身边

集中供养中心运营以
来 ，坚 持 做 好“ 加 减 法 文
章”，积极帮助释放的劳动
力实现再就业或发展产业
提高家庭收入，全力引导集
中供养人员科学饮食用药，
减少住院次数降低家庭支
出，综合帮助贫困家庭增加
收入、脱贫致富。20名失能
人员入住供养中心后，之前
负责照顾失能人员的28名
得以释放，目前已基本实现
务工就业，人均年可增收3
万余元，家庭收入明显增
加。

据东昌府区相关负责
人分析，从试运行情况看，
这20位供养人员每年约需
费用60万元(年均3万元/
人)，减去五保、低保(五保
每人每年支出4000元、低保
每人每年支出约2000元)等
原有财政支出，20名供养人
员每年新增财政支出约55
万元。这20名集中供养人员
共释放劳动力28人，可外出
打工或发展产业项目，贫困
家庭年可增收80余万元(按
每人年增收3万余元计算)；
照料20名失能人员可增加6

个工作岗位，优先在贫困家
庭中选择，贫困家庭年可增
收20余万元；同时在专业人
员指导护理下，供养人员减
少了药品摄入量及住院次
数，每个供养人员家庭年可
减少支出3000元以上，20人
预计每年可减少财政支出
(用于支付医疗费用)15万
元以上。“几加几减”，对20
名失能人员进行集中供养，
每年财政约新增支出40万
元，贫困家庭可增收110余
万元。

因目前入住人员较少，

人均费用相对较高，以后随
着入住人员逐渐增加，人均
费用将明显降低，集中供养
中心供养人员达到1 0 0人
时，预计供养人员年均费用
降低至2 . 5万元/人。尤为重
要的是集中供养人员入住
中心后，供养人员及其家属
精神面貌均发生了显著变
化，同时让特困家庭真正感
受到党和国家的关怀和温
暖，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干群
关系，实现了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政治效益多赢的局
面。

释放劳动力实现再就业，综合帮扶脱贫

“扶贫款，有了理事会的监督
管理，我放心！”，东营市垦利区永
安镇后七村78岁的胥学顺老人高兴
地说。后七村为垦利区认定的9个市
定贫困村市定贫困村之一。垦利区
按照每村45万元标准的下拨了扶贫
专项资金。

如何保证这笔资金的安全使
用，精准扶贫理事会作为第三方监
督力量，发挥重要作用。精准扶贫
理事会由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
等德高望重、有组织协调能力、办
事公道的人员组成。积极发挥熟悉
情况、与村民感情深厚的优势，当
好宣传员、服务员、协调员，在精准
扶贫工作中献计献策，搞好协调服
务。扶贫理事会的成立，不仅增加
了村民的知晓权和参与权，还减少
了基层矛盾，受到了一致好评。目
前，全区9个市定扶贫工作重点村已
全部建立精准扶贫理事会。

本报通讯员 岳巍巍

垦利区创新

“扶贫理事会+”模式

本报聊城5月24日讯(记者 杨
淑君 通讯员 韩善海 李宇鹏)

5月23日，聊城市技师学院2017年
毕业生就业洽谈会在学院汇智楼前
举行，学院党委书记李友渔带领学
院领导班子成员及各部门负责人到
场指导。学院2017年毕业生和部分
在校生1200余人参加洽谈会。

洽谈会现场气氛热烈，毕业生同
学拿着个人简历，详细咨询，用人单
位耐心细致地进行介绍。此次洽谈
会，前来学院招聘的省内外单位多达
一百三十余家，包括聊建集团、中通
客车、海尔集团、齐鲁石化、魏桥集团
等知名企业，提供了涉及建筑、机械、
汽车销售及维修、财务会计、电子商
务等专业的两千多个就业岗位。

学院始终高度重视毕业生就业
安置工作，不断创新思路，推进校企
合作，拓宽就业渠道，加强就业指导
和服务，积极为用人单位和毕业生
搭建“求才”和“求职”的桥梁，促进
毕业生顺利就业和高质量就业。

市技师学院举行

毕业生就业洽谈会

百余家企业参加

洽谈会现场，毕业生踊跃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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