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7月28日黄楼街道向优秀贫困家庭学生发放“励志助学金”。 青州市花卉产业扶贫集群项目——— 2017年以来，青州市利用上级财政专项扶贫

资金1355万元，建设26696平方米的智能连栋玻璃温室，进行花卉种苗繁育，实现利

益联结1921户3791人次。

王府街道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865户、1862人。目前，现行标准下贫
困人口全部实现稳定脱贫，成功争
创青州首批潍坊脱贫攻坚工作示范
街道。

精准识别、动态管理确保应纳
尽纳、不落一人把握精准核心要义，
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建立完善信息
常态排查、问题即知即改、政策跟踪

落地、成效模拟验收、返贫即时纳入
五大机制，突出识别精准、数据精
准、帮扶精准。

累计拿出专项资金1029万元提
升312户家居环境；整改清零政策类
问题143处；按照“五净一规范”标
准，购买服务为191户提供每周一次
的定期保洁服务，帮助养成干净整
洁的良好卫生习惯。

王府街道 成功争创首批脱贫攻坚示范街道

谭坊镇扶贫办组成督导组，连
续抽取部分村对档外低保、五保、
大病救助、临时救助、重度残疾人
家庭等入户了解户内各项政策落
实、两不愁三保障、自来水安装等
方面的情况，当日形成问题清单并
及时反馈到相关社区。

在原有帮扶享受政策户和即
时帮扶户的基础上，对档外低保、

五保和重残户进行包靠。
积极推进全镇“希望小屋”建

设。对全镇建档立卡贫困户中的8-
14岁儿童建立信息库，根据生活情
况划分ABC三类，建立定期回访及
关爱陪护机制，对困境儿童安排由
在校班主任、帮扶干部、社会义工
组成的关爱队伍，对儿童成长开展
全方位关爱。

谭坊镇 狠抓脱贫攻坚质量提升

高柳镇正全力冲刺决胜脱贫攻
坚“最后一公里”，咬钉嚼铁之力
全力冲刺打赢脱贫攻坚战。探索三
种模式工作，全面提升脱贫攻坚成
果。

模式一：“包靠摸排+部门跟
进”。周一扶贫办排出“本周工作计
划”，每日一汇总，基本掌握档外户
基本信息，为部门针对性补充行业
政策提供了指引。模式二：“管区提
升+部门抽查”。管区根据包靠责任

人提交的信息表，针对性的对档外
户住房安全进行再提升，镇扶贫办
每日抽查20户，督促管区加快提升
进度。模式三：“三色督办单+验收
申请”。针对整改进度慢、提升质量
不高的村庄，高柳镇首创三色督办
单，首次警告通过镇扶贫办发放“白
色督办单”，镇扶贫办规定时间内进
行验收，如果不合格发放“黄色督办
单”，镇纪委跟进调查，如果再次验
收未通过发放“红色督办单”。

高柳镇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

何官镇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
带动，盘活土地资源，发展现代农
业，贫困户以地入股，生产“得现
金”、务工“挣薪金”、入股“分红金”、
土地流转“获租金”，实现村集体和
困难群众“双增收”。

推广土地流转，股份制经营助
增收。以南小王土地流转为核心，将
有地而无劳动能力的贫困户纳入合
作社管理，盘活贫困户手中的土地
资源，统一经营。目前已流转南小王
周边8个村4500亩土地，74个村均由
村党组织领办成立了股份合作社，

320户贫困户签订土地流转合同责
任书，流转土地1100余亩，流转收入
共90余万元，年人均收入增加2000
余元，80%的贫困户通过土地流转
获得得稳定收入。

支持农企合作，实现精准帮扶。
全镇7家潍坊市级农业龙头企业、248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吸纳结对贫困户
300余户，有127户通过蔬菜种植走上
致富路，132户土地流转后二次就业。
2020年来，50余家爱心企业捐资捐
物，帮助360户贫困家庭修缮房屋、购
置生活用品，提高了脱贫质量。

何官镇 产业扶贫彰显硬核力量

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邵庄镇加
压奋进，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邵庄镇创新实行“挂图作战”，完
善村级“一张图、两块牌、两本账”，落
实好动态管理、即时帮扶机制，促使
脱贫攻坚工作扎实推进。

档内户持续巩固脱贫成效，实施
“一访两查一包靠”工作法。一访即帮
扶责任人常态化走访，至少每周1次；
两查即各网格拉网式排查，扶贫办、
镇纪委督查，由各网格负责排查发现

问题，即时交相关业务站所解决落
实，帮扶责任人全程盯靠，直至问题
解决；一包靠即由扶贫办7名同志分
别包靠7个管区，积极为管区解疑答
惑。

建立“领导干部+扶贫专干+网格
包靠”机制，对照“脱贫攻坚网格图”，
逐户检查档外“七类人员”尤其是低
保户、特困供养户的政策落实情况，
确保实现“两不愁三保障”，小康路上
不落一人。

邵庄镇 “挂图作战”完善即时帮扶机制

青州市黄楼街道打响四场战
役、举办一个比赛、开展一次行动、
建立一套系统、实施一项工程，决战
决胜脱贫攻坚。

一是打响四场战役。打响“问题
自查”“硬件提升”“软件整改”“督察
巡查”四场战役。二是组织开展自查
验，收并设立“英雄榜”，管区之间比
通过率，帮扶干部之间比通过速度，
你追我赶提升促问题清零。三是组
织开展“春风行动”。动员社会各界

助力脱贫攻坚，募集爱心物资68万
余元，贫困户被褥、衣服、家具等生
活必需品焕然一新。四是建立扶贫
档案电子系统。将通过自查验收户
的帮扶之窗、家居环境等照片上传
到电子档案系统中，在街道迎门厅
对8个管区412户贫困户全景展示。
五是组织实施“励志工程”。联合北京
市扶老助残基金会和“享公益”社会
援助服务中心，实施“安居、乐业、暖
窗、丽庭”励志工程。

黄楼街道 “五大举措”保战果

益都街道开展居家环境提升攻
坚行动。对243户贫困户实施住房安
全和居家环境提升行动，确保住房安
全，发动16家爱心企业捐款15万余
元，按照贫困群众需求，先后购置家
具185件、厨具247件、家电12件、衣服
被褥738套。

扶贫办、民政所、人社所等9个站
所成立工作专班，对所有贫困户的扶

贫政策落实情况逐户“过筛子”，对教
育、医疗、住房等各项政策落实情况
逐户落实确，确保“应享尽享”。

现场组织站所精干力量，对帮扶
工作现场“问”询，督促问题整改；对
结合日常工作和随机督导，对帮扶工
作客观“评”价，并采取“好差结对、补
课辅导”的方式，营造比学赶超氛围。

益都街道 逐户落实确保“应享尽享”

弥河镇将精准扶贫工作摆在全
镇重点工作突出位置，全力打好打
赢脱贫攻坚收官战。

创新机制，深化网格管理。将全
镇划分为13个网格，包村干部、包户
干部、各村干部在网格组长带领下，
对全镇6个管区77个村持续开展建档
立卡贫困户和档外户大排查行动，以

网格化管理促进各项工作提档升级。
规范材料，完善扶贫档案。在全

镇范围内全面开展脱贫攻坚问题销
号清零专项行动，全面提升脱贫攻
坚工作质效，健全完善村级扶贫档
案，做到信息资料同步、程序操作规
范、材料精准精细，真正使各项政策
措施落地落细落实。

弥河镇 聚力靶向攻坚解民困

东夏镇运用“五个一”工作法，
全程、全心帮扶。明确责任和目标，
全力加快攻坚，

一是由包村干部和村党支部书
记负责，对本村彻底走访一遍。二是
由村党支部书记和包村干部负责，
了解掌握村里每一户的基本情况。
三是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即时帮扶
户和档外的低保、五保等特殊群体，
逐户核实“两不愁三保障一安全”和
政策落实情况。四是由涉及扶贫领

域工作的相关站所，与所有村逐一
对接，检查政策落实情况。五是坚持
分类施策，优先确保每一村每一户
的住房安全。

遵循“五个一”工作要求，东夏
镇今年以来为102名贫困人员办理
残疾证及相应补贴，累计新办理低
保33户65人，新办理特困供养98人；
全面落实医疗机构“两免两减半”、
大病救助等医疗政策，今年累计办
理门诊慢性病及“两病”206人次。

东夏镇 “五个一”提升帮扶成效

近日，潍坊青州
市召开“奋战一百天，
决胜一整年”脱贫攻
坚工作推进会议，迅
速进入决战前的最后
冲刺状态。9月 1 2日
起，青州市扶贫办组
建2支专业督查小分
队，持续深入各镇街
开展精准督导，聚焦
贫困户“两不愁三保
障“与饮水安全质量
提升核心指标，重点
针对脱贫享受政策
户、即时帮扶人口，兼
顾档外相对贫困人
口，督促开展“十看十
改”工作，高质量做好
迎检准备，确保脱贫
攻坚圆满收官。

连日来，王坟镇始终保持攻坚
决战、不胜不休的作战态势，查不
足、补短板、促提升，以决胜之力巩
固脱贫成果、夯实扶贫成效。

按照即时发现、即时纳入、应纳
尽纳原则，对“四类人员”及档外生
活困难户进行拉网式排查，确保不
漏一村、一户、一人。

对档外户和居住破旧房屋户进

行全面排查，加班加点整修房屋，在
加快施工进度的同时，严格把控施
工质量，确保房屋修缮工作按时按
质完成。

抽调精干人员，成立6个验收检
查小组，逐村逐户“过筛子”，进行

“村村过关”验收检查，全镇上下协
同配合，全力推进，确保排查整改行
动取得实效。

王坟镇 决胜之力巩固脱贫成果

致
富
安
居
青
州﹃
亮
剑
﹄决
胜
之
年

今年以来，云门山街道稳步推进
问题清零和质量提升“双完善双胜
利”，以高标准、高强度推动问题“清
零见底”，确保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
战。截至目前，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
全部实现稳定脱贫。

高标准完成档内户院落房屋提
升。针对102户建档立卡享受政策户
和114户即时帮扶户，由街道副书记

带队，采取“户户到”方式，排查院落
房屋提升改造项目883项，逐一落实
责任人，全力抓好施工监督，确保问
题彻底整改。

“回头看”促整改。由街道副书
记、社区书记、纪工委、工程核算人员
组成现场评估预算小组，逐户核验、
逐一销号，目前，已全部完成46个村
216户贫困户院落提升改造工程核验。

云门山街道 健全责任体系探索新路径 青州市王母宫经济发展区坚持
一切政策向脱贫攻坚倾斜，一切要
素资源向脱贫攻坚集中，确保脱贫
攻坚“收官”不“收劲”，确保高质量
打赢脱贫攻坚战。

聚焦政策落实，加大资金投入。
升先后投入700余万元，为贫困户新
建房屋20户、完成住房质量提升改
造270户，长效解决91户居家环境卫
生，新办理低保39户68人、残疾证

246人、慢性病201人、两病270人、落

实残疾人生活补贴71人、护理补贴

116人，落实康复器具314件，无障碍

改造161人。

实施动态监管，强化即时帮扶。

将每周二为扶贫工作日，帮扶干部

将走访帮扶常态化，对贫困户实施

动态化监管，确保问题往深处挖、往

实里改。

王母宫发展区 “收官”不“收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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