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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购物不花钱，全靠“积分”换
高青县“爱心超市”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兑”出幸福感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马玉姝 通讯员 王菁

“按分换东西，想拿啥就
拿啥”

11月3日早上7点50，店头王
村57岁的李秀香骑着电动车，来
到十里地外离家最近的“爱心超
市”,从门口一旁拿了个板凳，耐
心的坐到队伍末尾。按照惯例，超
市早上8点准时开门，还没到营业
时间，村民们就早已在门外等候，
队伍已经排到了院子中央。

“过去的时候开得勤，这不今
年有了疫情，就开得不那么勤了。
6月18日开了一回，今年这是第二
回开。”李秀香笑着说，“都是联户
干部每月到家里打一次分，按分
换东西，进去想拿啥就拿啥，这些
分值多少东西就拿多少东西。”

李秀香是高青县最早建档立
卡贫困户之一，一家三口守着五
亩四分地过日子，日子虽然清贫，
却十分安稳。35年前，一个突如其
来的噩耗，打破了一家人长久的
宁静。

“老大生下来的时候看着好
好的，稍大一点才发现手脚不听
使唤，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是大
脑发育不全，长大后生活各方面
都不能自理，”李秀香说，“现在每
天在地里进进出出，还得照顾孩
子，一年收入寥寥。”

联户干部依据什么打分，李

秀香说不清楚，但她手里的爱心
积分卡，详细的标注了积分明细
和兑换记录。她向记者介绍，6月
18日，她用535分兑换了1个衣橱、
2桶花生油、1袋大米、1桶酱油、2
箱方便面、1个暖瓶等。“最后分不
够了，拿了瓶打苍蝇用的杀虫
剂。”

“每个月的分数不固定，8月
份、10月份加起来总共900多分，
这次能领得多。”李秀香笑着说，

“这次打算再领点大米、油，估计
能吃到过年。”

对年老体弱、行动不便的
居民组织送物上门

记者在黑里寨镇“爱心超市”看

到，货架上油、盐、酱、醋、牙膏牙刷、
面粉、卫生纸等商品琳琅满目，应有
尽有。与其他超市不同的是，超市里
的每件物品没有价格，而是明码标

“分”，所有商品5——— 100积分不等。
“1桶玉米胚芽油100分，1箱

方便面100分，1桶酱油30分……
我们按照实际的进货成本价格，
制定兑换分值。村民兑换后，志愿
者会在账本上登记相关情况，以
便及时补货。米和面是最畅销的，
隔几天就要补一次货。”据高青县
黑里寨镇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根据高青县“积分制扶贫”工
作要求，“爱心积分超市”实行一户
一卡制，重点帮扶辖区内建档立卡
贫困户、低保户、贫困残疾人家庭。

贫困户既可以通过提升家居环境
卫生，改善“户容户貌”获得积分，
也可以参加村集体组织的义务劳
动获得相应积分，还可以参加各种
公益性活动获得相应积分。根据贫
困户自身表现，由村干部、驻村工
作人员、村民代表组成的贫困户积
分评定小组，对贫困户开展积分评
定工作。贫困群众凭积分卡按照1
分=1元的标准和规定，在爱心超市
兑换相应的物品。同时，对年老体
弱、行动不便的救助对象，还会组
织送物上门。

“我们根据他们的家庭环境、对
政策的了解程度以及对包村干部工
作的认识程度两方面打分，目前是
每个季度一打分，这已经是今年第
三个季度了，目的是为了鼓励他们
打扫卫生，提高生活环境、生活质
量，提高他们的脱贫信心。”工作人
员介绍。

除此之外，扶贫爱心积分超市
的进货品种也是按照贫困户的实际
需求制定。“我们的货是整个高青县
最全的，一共有70多个品种。小到电
池、针线、牙刷、剃须刀，大到衣橱、小
家电都有。今天不是赶集的时候，黑
里寨镇每到初五、初十是集，老百姓
赶集顺便领东西，那时候人都得排
到大院外边。”工作人员介绍。

提升了生活质量
也获得了尊严和幸福感

脱贫攻坚已近决胜节点，村
民们的生活已经有了非常大的改

善。“在家扫扫地，就有积分到超
市兑换商品，既补贴家用，又有干
净卫生的好生活，这事儿划算。”
黑里寨镇贫困户赵顺星自豪地
说。通过劳动获取物品，提升了生
活质量，与之一同提升的，还有赵
顺星的尊严和幸福感。

“我们将扶贫、扶志和扶智相
融合，增强贫困群众的主体意识，
激发其内生动力，逐步解决‘精神
贫困’问题。”黑里寨镇相关负责
人介绍。

“爱心超市”不仅提供了物美
价廉的生活必需品，也拔掉贫困
群众心中的“穷根”，把“输血”变

“造血”，老百姓不再“等、靠、要”，
而是凭借自己的劳动付出换来体
面的生活。

据悉，截至目前，高青县9个
镇(街道)11家“爱心超市”全部营
业，4981户建档立卡贫困群众领
取到了所需的物品。为保障运营，

“爱心超市”工作人员由各镇(街
道)调剂使用，具体负责超市日常
运营和物资管理，提倡针对贫困
群众设立公益岗位，吸纳有工作
能力的贫困群众有偿参与“爱心
超市”管理和服务。

为建立长效机制，“爱心超
市”采取多种方式加大投入，截至
目前，县、镇(街道)财政累计筹措
资金230余万元。贫困户政策知晓
率、收入认可度、工作配合度明显
提升，联户干部到位率、贫困户满
意度达到100%。

11月3日，时隔5个月，高青县黑里寨镇的“爱心超市”再次开门营业。一大早，附近的贫困户、低保户纷纷来兑换商
品。这家超市不仅让贫困户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取物品，提高了生活质量，与之一同提升的，还有他们的尊严和幸福感。

精细化管理，淄博主城区20处道路区域出新招“挽秋步”

落叶缓扫，为市民留一抹秋意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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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冬日气息越来越浓，
城市马路上、公园草坪上，随
风飘下的落叶为城市增添了几
份绚丽浪漫，市民行走在落叶
上面，欣赏别具韵味的秋季景
观 ，感 受 季 节 交 替 的 自 然 之
美 ，满 足 了 人 们 对 于 美 的 认
知、美的向往。

为留住秋色，方便市民游
客出行休憩、游玩赏景，应广

大市民要求，近日，淄博市城
市管理局下发《关于实施“落
叶缓扫”环卫保洁作业模式的
通知》，决定在主城区部分城
市道路、景区道路、公园、广场
和绿地开展“落叶缓扫”环卫
保洁作业模式，同时向社会发
布“落叶缓扫”路段和区域。

“落叶缓扫”环卫保洁作业
模式，按照“一路一策”、“一区
一策”、“精细保洁”的原则，区
分不同时段、不同树种和气候
变化等不同情况，采取步行区

域一周一扫、车行道一周少扫，
塑料袋、纸花、烟蒂等废弃物随
时保洁捡拾，从而保持自然状、
原生态，总体环境整洁优美，实
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确保城
市基础设施功能正常运转。

缓扫非不扫，在不同路段
采取不同的管理办法，精准施
策，既保障市容卫生，也充分满
足市民和游客拍照、打卡的需
求，“落叶缓扫”作业模式的出
现，也是淄博对城市精细化管
理的一次良好探索。

寒冬送温暖
全市实施救助457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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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淄博市救助管理工作
联席会议暨寒冬送温暖专项行
动动员会召开。截至目前，全市
共实施救助457人次，站外救助
79人次。

今年以来，市救助服务中心
发挥兜底作用，打造“淄博救助，
城市温度”救助品牌，进一步完
善救助管理工作体制机制，全力
推进淄博民政救助事业持续发
展和社会治理水平的提升。截至
11月17日，全市共实施救助457
人次，站外救助79人次。其中老
年 人 9 2 人 ，占 救 助 总 量 的
20 . 1%；肢体残疾、行动不便的
52人，占11 . 4%；智力残疾人员
39人，占8 . 5%；疑似精神障碍人
员84人，占18 . 4%；送医诊治急
危重病人49人、传染病人20人，
占15 . 1%。(其中残疾人、老年
人、病人、未成年人占到救助总
量的76 . 1%)。

同时，庇护遭受家庭暴力妇

女3人，较2019年减少11人。护送
特殊困难人员返乡128人次，救
助保护未成年12人次，走访全市
困境未成年人近900人。

近年来，市民政局围绕“救一
人危困，助万家团圆”的服务理
念，不断推动救助管理工作规范
化，逐步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救助
服务网络，成立了“齐力寻亲工作
室”，运用“互联网+救助寻亲”的
新思维不断创新寻亲机制。

在公安部门的积极配合协
助下，寻亲方式有了突破性转
变。截至目前，通过人脸比对、
DNA采集和指纹采集等方式，
市救助服务中心成功为近70名
无法提供身份信息流浪乞讨求
助人员识别了身份，帮助他们成
功返乡，其中用时最短的从救助
到确定身份才用了不到3分钟的
时间，大大提升了寻亲效率。此
外，在长期滞留人员落户工作上
取得的重大突破，目前已基本建
立长期滞留流浪乞讨人员落户
机制，并已成功为9名长期滞留
的流浪乞讨人员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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