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记者来到位于临清市青年办事处
房村厂居的临清易炜养殖有限公司，看
到的是一片热闹繁忙的景象，工人们正
在为毛驴准备着草料，小毛驴蹦蹦跳跳
还不时发出叫声。这里是临清市易炜养
殖有限公司与东阿阿胶集团联合，以扶
贫资金为引领，打造的扶贫养驴场项目。
据易炜养殖公司负责人张西岭告诉记
着，该项目前期驴场建设投资60万元，由
东阿阿胶集团出资建设，可存栏驴驹500
头。该项目采用每年为贫困户每人每年
分红不低于500元的方式帮扶贫困户19

户26人。同时，易炜养殖公司通过吸纳村
内15户贫困户打零工成功申请“富民生
产贷”贴息贷款150万。养驴场现存栏200
头毛驴，较5月份进场时每头驴增重200
斤左右，按照目前市场行情，仅一头毛驴
就可产生1000元左右利润。张经理还告
诉记者，他下一步计划申请贷款扩大养
殖规模，帮扶更多的贫困户。同时，按照
上级“上发电，下养驴”的扶贫政策要求，
青年办事处扶贫办将进一步推进驴场光
伏发电项目建设，通过光伏发电分红带
动村内更多贫困户脱贫。 (苗安洋)

临清青年办事处房村厂居念好养驴致富经

为推动扶贫对象动态调整工作的开
展，青年路街道办事处组织全体机关干
部深入帮包贫困户家中调查走访，切实
掌握贫困户生产生活状况。于树河，是临
清市青年路街道东鸭寨居的一名建档立
卡贫困户，也是本次入户走访的贫困户
之一。当帮包干部让他谈谈脱贫攻坚工
作开展以来自己家的变化时，他高兴地
说“我思想变化了”。经了解，于树河原来
家庭困难，自身也缺乏内生发展动力，思

想上存在“反正自己成了贫困户，国家会
给钱帮助自己脱贫”的“等、靠、要”思想。
在东鸭寨居“第一书记”张振华和党支部
书记于德生的说服教育下，于树河竞聘
担任起了村内卫生保洁员，这样，他每月
有了480元的工资收入，再加上每年种粮
收入，今年，他成功脱了贫。正是扶贫带
来的思想上的转变，帮助于树河摘掉了
贫困户的帽子。

(苗安洋)

思想变化助贫困户拔穷根

自扶贫对象动态调整工作开展以来，
青年路街道党工委坚持党建引领，加强安
排部署，在进村入户摸底调查核查的基础
上，进一步将任务分解到居，组织各居召
开扶贫对象动态调整民主评议会。

为使扶贫对象动态调整精准，群众
满意，青年路街道严把扶贫对象动态调
整民主评议关：一是每居明确一名机关
包村干部，主要负责扶贫对象动态调整
政策解读，督导各居召开民主评议会；二
是召开由“第一书记”、包村干部、村民代

表、党员代表以及贫困户代表参加的民
主评议会，要求会议记录详实，会议过程
必须保存影像资料；三是要求各居及时
将评议结果在村务公开兰进行公示，公
示期不得低于7天，自觉接受群众监督。

截至目前，青年路街道48个居已全
部按照程序对扶贫对象动态调整民主评
议结果进行了公示，确保扶贫对象动态
调整零失误，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
的贯彻落实打下坚实基础。

(苗安洋)

临清青年路街道：
严把民主评议关，确保贫困户动态调整精准

陈德春是青年办事处东十长屯居贫
困户，身体患有残疾，无法外出务工就业，
一个人靠低保和种地勉强维持生活。2017
年4月，陈德春通过人社部门考核当上了
邻里互助护理员，负责照顾本村贫困户孟
宪磊的日常生活。孟宪磊，因脑溢血导致
身体残疾，生活难以自理，自己妻子常年
在身边照顾他，同时还要照顾两名正在上
学的孩子，全家除了种植没有其他经济来
源，长期在贫困线上争扎。邻里互助工作
开展后，陈德春与孟宪磊结成了帮扶对
子。有了陈德春的照料，孟宪磊老婆也有

了外出务工的时间，在驻村干部的帮扶
下，她找到了一份在饭店打工的工作，每
月工资3000元。通过开展邻里互助工作，
陈德春实现了村内就业，每月有了500元
工资性收入，脱贫早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
梦想。在陈德春的帮扶下，孟宪磊家的劳
动力得到了进一步解放，全家也有了可观
的收入，脱贫也已提上了日程。

据悉，青年路街道办事处共有104户
建档立卡贫困户通过邻里互助公益性岗
位实现村内就业，208户贫困户有了护理
员，直接解放劳动力30多名。 (苗安洋)

临清青年办事处贫困户邻里互助共奔脱贫路

“今年的黄瓜，一共卖了快三万了。照
这个市场行情下去，俺今年就能奔小康了！”
临清市青年办事处汪庄居的贫困户刘连生
乐得合不拢嘴，他承包的扶贫大棚，让他家
一脚踏出贫困户，离小康的目标越来越近。
据了解，在汪庄居，像刘连生这样靠念大棚
经脱贫的在这个小村庄还有十多户。

青年办事处结合产业发展实际，整合
扶贫资金75万元在汪庄居建设13个高标准
扶贫大棚，租给有蔬菜种植经验的贫困户。
每天上午7点到11点、下午3点到6点，是汪
庄居贫困户黄振兰在村内蔬菜基地固定

“上班点”。说起如今的生活，55岁的黄振兰
难掩内心的激动：“没想到俺也和城里人一

样上起了班，到点上班，到点下班，工资还
一天一结。”黄振兰之前一直打零工，收入
有一天没一天的。自从去年开始，办事处在
村里建起了扶贫大棚基地，离基地不远的
黄振兰每天来务工，每月有了1000元左右
的务工收入，日子也越来越好过。

青年办事处扶贫办主任刘建文说，
扶贫大棚建成后，按照“一棚带一户”的
方式，每个大棚至少带动一名贫困人口
务工，解决一户贫困户脱贫问题，而丧失
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则由大棚承包户上
交的租金进行分红兜底。通过这些方式，
汪庄居全村贫困户实现了脱贫。

(苗安洋)

临清青年办事处扶贫大棚开辟脱贫新路径

为进一步抓好脱贫攻坚工作，助
力贫困户早日脱贫致富，东昌府区整
合各部门资源，围绕贫困群众需求，
以“互联网+扶贫”、“公益+扶贫”模式
组建了“情暖水城”爱心众筹平台，取
得了良好社会效果，受到各级领导和
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自“情暖水城”爱心众筹平台运
行以来，共募集物资6 . 3万余件、资金
260余万元，发放物品3 . 7万余件；入
驻公益组织31家，实施扶贫公益项目
六大类11项，开展各类公益扶贫活动

260场，服务困难群众2 . 45万余人次。
电商扶贫平台累计实现销售230余万
元，为贫困户增收近20万元，为扶贫
公益项目募集资金13 . 8万元，并积极
动员社会力量对贫困户以及失能人
士集中供养中心进行爱心帮扶，动员
各方力量积极投身到脱贫攻坚工作
中来，取得了良好社会效果，目前，共
有十余家爱心企业对该区贫困群众
伸出了援助之手，助推脱贫攻坚工作
不断取得新成效。

(李思哲)

东昌府区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帮扶贫困户助力脱贫攻坚

为确保精准扶贫帮扶工作真正
落实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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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9个行政村进行走
访。通过走访入户，该镇进一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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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帮包跟踪制
度，落实责任人，建立长期帮扶台
账并进行公示。

(牛玉强 郑成亮)

东昌府区沙镇镇 扶贫调查进村入户

为解决困难群众过冬问题，12月
11日，团县委、县扶贫办和县第一书
记办公室共同开展“寒冬送温暖
精准献爱心”活动，共向该县28个村
庄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发放了500余件
棉衣，以实际行动切实帮助贫困家庭
温暖过冬。

根据县派第三批第一书记报送

的棉衣需求申请，最美冠州爱心众筹
平台向社会各界筹集爱心棉衣，经过
筛选、清洗、消毒，一件件崭新的过冬
棉衣被分配到县派第一书记的手中，
将于12月18日前全部发放到贫困户
手中，让贫困群众切实感受到党和政
府及全社会的关怀和温暖。

(郭健辉 郭玉林)

冠县：寒冬送温暖 精准献爱心

冠县店子镇赵家庄村65岁党员
赵顺德老人逢人就说：“以后咱们党
员开展活动条件更好了，人家工作组
不仅帮咱村新建了办公室，现在又送
来了办公家具，真好！”

冠县物价局“第一书记”扶贫工
作组自2015年6月驻村工作以来，“尽
全力为赵庄村添砖加瓦”作为对自己
的要求，着力完善村两委硬件办公设
施、修建文化广场、帮扶贫困群众，大
力改善村庄面貌，倡导良好村风民

俗，不断提升村民幸福感。通过深入
帮扶村庄走访调研、慰问贫困户，与
村两委班子、党员和村民代表交流座
谈，研究该村的发展思路，解决面临
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先后协调各相关
部门对该村水利、交通、电网等基础
设施进行改造升级；又筹资帮助赵家
庄村新建了村两委办公室，有效地改
善了村“两委”的办公条件，确保村两
委办公室能更好的发挥战斗堡垒作
用。 (王海顺 路子勇)

冠县物价局“第一书记”工作组

加强设施建设 助党建促脱贫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确保十九大精神深入人心，临清
潘庄镇开展十九大精神学习宣讲活
动，助力精准扶贫工作取得实效。党
委书记王宏带领党员干部和村“两
委”班子共同学习讨论了十九大精神
学习提纲。学习结束后，大家一起讨
论帮助贫困户稳定脱贫思路举措、交
流分析了扶贫工作开展情况及工作
面临的短板和制约瓶颈。

王书记要求大家认真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上来，坚持问题导向，在精细、精
确、精微上持续用力，要坚定信心，鼓
足干劲，努力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脱
贫致富，坚决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
扶贫干部表示提升帮扶计划和帮扶
举措的针对性、实效性，认真学习领
会党的十九大精神，集中精力做好精
准识别帮扶对象、宣传落实扶贫政
策、及时反映突出问题等工作，全力
以赴协同村“两委”以更加有力的举
措、更加务实的作风，集中力量搞好
精准扶贫，确保扶贫工作务实、脱贫
过程扎实、脱贫结果真实。 (董爱欣)

学习十九大精神 助力脱贫攻坚

“大娘，由于您是建档立卡的贫
困患者，医院根据上级规定对您的诊
疗费用进行减免，这是给您减免的挂
号费和诊查费，共120元，请您收好”。
这是日前在临清潘庄镇卫生医院缴
费窗口发生的一幕。

据了解，在“精准扶贫”大背景
下，为了避免贫困人口因病返贫现象
发生，潘庄镇积极开展健康扶贫“两
免两减半”工作。根据建档立卡贫困
户档案，对患病的贫困人口免收个人
自付的普通门诊挂号费、诊查费，减

半收取专家门诊诊查费及大型设备
检查费。这一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
度上减轻了贫困人口的家庭经济负
担，获得了贫困群众的一致好评。“家
里靠我们老两口种种地打打短工，一
年的收入很少，吃的穿的都能省，但
我们老两口看病的钱省不了。这几年
多亏了国家的好政策，合作医疗报销
了大部分费用，这次又减免了100多
元。我打心眼里感谢党的好政策，感
谢政府对我的关照。”贫困村民陈大
娘介绍说。 (霍丽丽)

临清潘庄镇：“两免两减半”帮扶困难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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莘县大张家镇创新形式，建立统
一的社会扶贫工作信息交流平台，定
期召开党外人士和民营经济组织负
责人座谈会。注重发挥企业以及合作
社的作用，通过贫困户参股、合作、托
管等形式，形成新的脱贫模式。组建
由支部引领、合作社助力、贫困户参
与模式。6家贫困户成立的种植农民

专业合作社。合作社成立后，通过“党
支部+合作社+贫困户”的模式，共带
动1500多户贫困户，形成三条脱贫途
径。实现了由民营经济组织、党外人
士、企业负责人分别围绕贫困家庭就
业、新农村建设、救助贫困学生等新
模式，助力困难群众早日脱贫。

(刘焕利)

莘县大张家创新扶贫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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