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近两年，聊城市贫困村、贫困户
的认定标准是什么？

凡村集体没有收入、贫困人口发生
率大于9%且村人均纯收入低于6050元
的行政村可认定为贫困村。

人均年收入低于3402元的农户，即
可认定为贫困户。

二、扶贫工作的“两不愁，三保障”
指的是什么？

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
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

三、扶贫工作的“五通”，“十有”指
的是什么？

“五通”：即实现村村通路、通电、通
自来水、通广播电视、通信息。

“十有”：即有旱涝保收田、有致富
项目、有办公房、有卫生室服务、有卫生
保洁制度、有学前教育、有文化活动室、

有健身场所、有良好生态环境、有就业
保障措施。

四、近年来，聊城市对贫困人口和
扶贫企业有什么贷款优惠？

对脱贫意愿大，致富项目好，诚实
守信的贫困人口，开展5万元以下“富民
农户贷”，银行实行免抵押、免担保、基
准利率，由财政贴息支持。对以企带户、
以企带村的龙头企业、合作社、专业大
户按每带动一户贫困户脱贫可获得3-
5万元贷款，最高300万元。

五、聊城市鼓励各类企业下乡扶贫
有哪些优惠政策？

优先供应建设用地。对在贫困村建
设工厂、加工车间或生产基地的各类企
业，在符合城乡建设规划、土地利用规
划和有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通过新增
指标或存量挖潜，提供不少于10亩的建

设用地指标。土地使用年限在依法依规
的前提下，根据产业周期弹性确定。对
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贫困村集体
建设用地，允许采取作价出资等方式入
股扶贫企业，参与分红并作为公共积累
用于扶贫开发。

设立扶贫融资担保公司。市财政出
资对扶贫融资主体开展融资增信，严格
按照招标程序，确定金融合作机构。对
在贫困村建厂、加工车间或生产基地
(含各类林果种植基地、特种养殖基地)
的各类企业或者其他各类经营主体、个
人等有信贷需求的贷款主体，向市扶贫
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申请，经审核
合格后，向金融扶贫合作银行进行推
荐，提供贷款支持并贴息，贴息期限原
则上不超过2年。基本条件：企业用工人
数中贫困人口占职工总数不低于50%，

贫困人口职工月工资不低于全市最低
工资水平，工作时间不低于半年。其他
项目所带动的贫困人口也要实现省定
脱贫目标。

免费提供岗前培训。建立定向培训
机制，委托各职业技术院校为下乡扶贫
企业培训急需技能型人才。由人社部门
委托的培训机构，对新录用并与其签订
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的贫困人员，免
费开展岗前职业培训。

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以县(市区)、
乡镇(街道)为主体，为各类企业下乡扶
贫提供基本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配
套，发展二、三产业的，执行农用电价格
政策。

另外，聊城还对参与下乡扶贫企
业，提供优先推荐参加国家级和省级扶
贫龙头企业评审等政策支持。

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金融知识惠万村”
系列宣传之——— 金融扶贫

自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以
来，东昌府新区街道多次组织
领导干部，通过入户走访、摸
底核查等方式，制定切实可行
脱贫实施方案，精准确定扶贫
对象，确保“对症下药”精准实
施。

一是根据各村地域条件、

贫困程度、致贫原因等方面，
制定“一社区一方案、一组一
计划”，做到因人施策、对症下
药、精准实施。

二是针对贫困户致贫原
因，将贫困对象进行分类梳
理，指导村级组织和驻村工作
组分别制订和完善贫困村脱

贫工作规划和贫困户脱贫计
划，做到一户一策，增强贫困
户“造血能力”。

三是解决突出问题，坚持
问题导向，对贫困户存在的困
难和问题，有序推进。落实结
对帮扶，确保每一个贫困户有
帮扶责任人。(黄东方 张蓬)

东昌府区新区街道“对症下药”确保精准扶贫工作有效开展

今年以来，东昌府区沙镇
镇实施精准扶贫工作机制，由
民政所、残联联合各村对贫
困户摸清底数，逐一建档立
卡，每名镇村干部、党员、人
大代表帮扶一定数量的贫困

户，实行挂钩帮扶、动态指
导。

该镇对贫困家庭的致贫
原因、存在问题进行细致分
析，按照缺技术、缺信息、缺
资金、缺劳力等划分，逐户把

脉问诊，找准病根，对症下
药，为贫困家庭制定切实可
行的脱贫计划，一户一策找
出路，使扶贫工作真正实现

“精准”。
(牛玉强 郑成亮)

东昌府区沙镇镇：精准扶贫惠农家

日前，东昌府区沙镇镇积
极开展精准扶贫入户调查工
作，包村干部和7个省、区驻村
工作组分别对全镇119个行政
村进行走访。

通过走访入户，沙镇镇进
一步完善了贫困户基础信息，
实地了解了建档立卡贫困户

的家庭基本情况、生产生活条
件、致贫原因、贫困户脱贫需
求以及发展规划等情况。针对
确定的脱贫户及时采取脱贫
措施，建立包保跟踪制度，落
实责任人，建立帮扶台账并进
行公示。对所有信息及措施建
档、记录、并存有影像。

此次入户调查工作，通过
与农户一对一、面对面交流和
沟通，全面掌握了贫困户的基
本情况，总结出致贫的原因，
提取致贫共同点，及时反馈，
为下一步做好沙镇镇精准扶
贫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牛玉强 郑成亮)

东昌府区沙镇镇精准扶贫走访入户作调查

岁末将至，为确保贫困户
暖心、祥和越冬，12月5日上
午，高新区财政局全体帮扶人
员带着爱心和牵挂，来到许营
镇崔庄村慰问贫困户群众，为
每一户贫困户送去一桶食用
油，送去冬日的温暖。

在此次慰问活动中，每走
访一户贫困户，向他们了解目
前生活的状况、家庭面临的主
要 困 难 等 民 生 问 题 。慰 问
现 场 的 贫 困 群 众 纷 纷 表
示 ：“ 感 谢 党 和 政 府 的 关
心”。自该区精准扶贫活动

启 动 以 来 ，财 政 局 本 着 为
民 谋 利 、谋 发 展 的 工 作 思
路，加强协调工作，真抓实
帮 ，全 力 开 展 精 准 扶 贫 工
作，全力以赴为贫困群众办
实事、办好事。

(张新宇 王倩)

聊城高新区财政局扶贫帮困送温暖

今年以来，东鲁街道为提
升脱贫攻坚的针对性和有效
性，结合实际情况，采取四项
策略，帮助乡亲们“拔穷根”

“摘贫帽”，取得了显著成效。
将“有能力”的“扶起来”。

该街道“分别采取邀请专家讲
课、联系企业打工和通过银行

“富民农户贷”等方式使有能
力的贫困户找到致富项目，增
加经济收入。

将“扶不了”的“带起来”。
针对部分贫困群众缺乏劳动能
力的客观实际，政府进行帮扶，
鼓励贫困户参与产业发展，让
每家每户有一份稳定的收益。

将“带不了”的“保起来”。
针对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贫
困群众，使政策向其聚焦叠
加，实施贫困线与低保线“双
线合一”，通过低保的扩面提
标，实现人人有兜底保障。

将“住不了”的“建起来”，
实现户户有安居住房。(王志强)

莘县东鲁街道“锦囊妙计”拔“穷根”

河店镇结合部分村传统
的蔬菜种植优势，把精准扶贫
与现代化农业相结合，通过发
展大棚蔬菜种植、大蒜种植、
香菜种植等产业项目，走出了
一条现代化农业助力精准脱
贫的新路子，河店镇首先在姬
家村完成土地流转100余亩，

结合姬家村附近村民传统的
蔬菜种植优势，将2017年扶贫
产业项目建设高效集约式蔬
菜温室大棚项目落户到姬家
村。项目建成后，将蔬菜大棚租
给第三方统一经营，镇政府收
取项目租金作为项目收益，用
于给贫困户分红。该项目预计

可带动贫困户326户581人，每
人年可增收约1100元。同时，参
与流转土地的贫困户每年都能
得到一笔土地流转费用。

河店镇通过推进土地流
转，实现了产业项目规模化，
精准脱贫动力常态化

(王尚飞)

莘县河店镇现代化农业助力精准扶贫

为积极响应省市县“慈心一
日捐”捐赠活动号召，发挥慈善事
业助力脱贫攻坚的作用，近日，莘
县十八里铺镇开展了“慈心一日
捐”捐款活动。

十八里铺镇领导班子成员率
先垂范，广关干部、教师和医院职
工等积极参与、慷慨解囊，以实际
行动发扬无私奉献的优良传统，
展现了十八里铺镇机关干部积极

参与慈善事业的热情和助力脱贫
攻坚工作的决心。

本 次 活 动 初 共 筹 得 善 款
50000多元，将全部用于对困难
群众的救助。活动的开展增强了
大家的慈善意识，弘扬了助人为
乐的奉献精神，形成了“人人参
与慈善，人人奉献爱心”的良好
风尚。

(吕翾)

莘县十八里铺镇
“慈心一日捐”助力脱贫攻坚

东鲁街道今年以精准对接、
一户一策作为精准扶贫工作的发
力点，专门组织机关干部进村入
户进行精准识别，摸清每户的基
本情况，并根据每个贫困户的不
同情况制定不同的帮扶措施及脱
贫方案。

号准脉就要“对症下药”，扶
贫工作不能“大水漫灌”，我家缺
资金、你家缺技术、他家缺劳力等
种种原因不一而足，针对贫困户
的种种需求，政府联合企业、金融
机构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

(王志强)

莘县东鲁街道精准扶贫因人施策

为贯彻落实各级党委政府扶
贫工作部署要求，做到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近日，莘县燕塔街道组
织全体干部职工分批次深入辖区
社区·村开展走访帮扶。结合辖区
实际，制定“一对一”结对帮扶措
施，每位干部职工帮扶3-4户贫困
户，结合前期工作组进村入户开

展调查评估、信息采集、建档立卡
登记等工作，再次走访核实，切实
做到一家一户调研摸底、建立台
帐、结对帮扶、跟踪扶贫效果，为
下一步有针对性的帮扶工作打下
基础，帮助解决贫困群众生产生
活中的困难和问题。

(王运兰)

莘县燕塔街道“一对一”帮扶推进精准扶贫

今年以来，莘县燕塔街道坚
持“扶贫先扶志”，成为坚定脱贫
信心的“主心骨”。扶贫攻坚越深
入，思想扶贫越重要。基层党组织
要成为带领群众脱贫的“领头
雁”，首先就要把战胜贫困的志气

“扶起来”。一方面，要扶起“责任
之志”，在扶贫上做清醒人、明白

人，以共产党人的使命感和责任
担当，拿出硬措施，立下“军令
状”，知难不避难，迎难而上。另一
方面，要扶起“群众之志”，深入宣
传中央扶贫政策，使“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深入人心，彻底改变
贫困群众的精神面貌，凝聚起扶
贫攻坚的强大合力。 (王运兰)

莘县燕塔街道做到“扶贫先扶志”

妹冢镇在脱贫攻坚过程中，
坚持“党建+”模式，夯实农村党组
织战斗堡垒作用，抓好党建促脱
贫。该镇不定期召开农村支部书
记培训会议，就上级扶贫政策做
好培训，进一步提升农村支部书
记的政治意识和干事能力；定期

组织农村支部书记开展参观先进
典型活动，树立一批脱贫攻坚先
进个人，增强致富能力，拓宽致富
途径；签订脱贫攻坚责任书，夯实
农村党支部责任，坚决落实好上
级各项脱贫政策，确保现有贫困
户早日脱贫。 (王德卫)

莘县妹冢镇：“党建+扶贫”模式效果好

近日，妹冢镇组织建档立卡
的贫困户进行健康查体活动。该
镇积极协调卫生院，对所有建档
立卡贫困户进行健康查体，主要
为贫困户提供日常保健知识、血

压测量、B超等方面的检查，需要
住院的协助办理入院手续，积极
治疗，确保防患未然。本次健康查
体活动，得到了贫困户的欢迎，收
到了良好社会效果。 (王德卫)

莘县妹冢镇：对贫困户进行健康查体

为积极响应区教育局名校带
动工作，站前实验小学自去年开
始就与梁水镇拐里王小学结成帮
扶对子并为此展开多项活动。

2017年12月1日上午，张杰珍
校长选拔优秀教师与优秀课例送

教到拐里王小学，并为拐里王小
学的孩子们带来了大量的书籍、
报纸、还有电子琴、篮球、拔河绳
等器材。相信在两校的共同努力
下，能够共同成长，达到优质资源
共享的目的！

名校带动 共谱教育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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