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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湖区：

投入93万元专项扶贫资金
提升道路工程建设

本报讯 近年来，文昌湖区
投入各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93万
元，用于萌水镇北王村道路提升
工程建设。该项目的实施对北王
村的道路进行巩固和提升；极大
改善村内道路生态环境，提升了
村内道路的硬化率。 (张晓晓)

高青县：

新建农村外迁社区
提升群众生活条件

本报讯 高青县对搬迁后的
闲置土地复垦已超过3万亩，推动
土地专业化、集约化经营，实现规
模效益，带动产业升级；全县村党
组织领办农业专业合作社300余
家，共产生收益680余万元，带动
300余名贫困人口就业。. (王菁)

博山区聂家峪村：

创新资产收益
扶贫模式

高青县：

创新群众参与机制
完善项目发展规划

本报讯 高青县探索创新群
众参与机制，引导社会各方力量
参与，并在工程安置选址、户型设
计等方面调研群众需求，组织2000
余人次参与调研，听取各方意见、
建议，不断完善项目发展规划，确
保把好事办实、办好。 (王菁)

临淄区：

16个方面
幸福工程全覆盖

本报讯 近年来，临淄区承
担“扶贫开发政策与农村最低生
活保障制度两项制度衔接与融
合”“城乡统筹一体化扶贫”“特
殊困难群体幸福指数提升”三项
国家扶贫改革试验示范任务。

(韩小丽)

本报讯 博山区池上镇聂
家峪村累计投入扶贫资金1007 . 1
万元，策划实施30万元樱桃冷棚
项目、85万元餐饮民宿项目和18
万元民宿项目、25万元蔬菜暖棚
种植项、206 . 1万元扶贫民宿改造
提升项目。 (陈绪华)

周村区：
真帮实扶
解决群众忧心事

本报讯 周村区永安街街
道逐家逐户对基本养老保险、基
本医疗保险、低保等指标核查，
对贫困学生补助情况进行公示
和存档，对贫困户是否达到享受
低保条件进行全面筛查，新增了
部分应保未保人员。得到了百姓
认可和好评。 (崔凯)

高新区：

遍访贫困人口364户、752人
问题全面整改

本报讯 截至10月21日，高
新区遍访工作全面完成，共遍访
贫困人口364户、752人，其中自然
减少7户21人、自然增加2人。此次
遍访共发现2大类31个问题，一是
户下档案及帮扶手册不完善问
题23个；户下环境卫生不达标8
个，目前均已全面整改。(于明玉)

临淄区：
补齐补牢贫困户
收入短板

本报讯 近年来，临淄区聚
焦民生，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高
标准完成了1479户、2505名贫困人
口脱贫任务。临淄区创新产业扶
贫，精准聚焦贫困人口实际情况
和临淄区扶贫实际，以产业收益
兜底贫困人口稳定实现“两不
愁”，脱贫成效显著。 (韩小丽)

淄博7家企业获评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

本报讯 近日，山东省扶贫
开发办公布了2020年度省级扶
贫龙头企业名单，淄博市7家企
业榜上有名。据悉，2018年以来，
全市已有19家企业获评省级扶
贫龙头企业称号，累计带动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12000余人次，带贫
减贫成效显著。 (孙媛)

临淄区：

7个光伏扶贫项目
发放收益92万余元

本报讯 2016年以来，临淄
区7个光伏扶贫项目累计为贫
困户发放收益92万余元；2个区
级投资收益项目累计为贫困户
发放收益350万元，贫困户年人
均可实现分红712元，兜底补齐
了贫困人口收入短板。

(韩小丽)

周村区：
把握致贫原因
精准帮扶贫困对象

本报讯 为做好扶贫工作，
周村区永安街街道把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作为基本方略和指导性
思想，通过村居干部、群众走访调
研，到贫困户家中实地走访调研，
向贫困户子女和亲属实地走访调
研，精准确定致贫原因、扶持对
象，为下一步提出扶持措施、确定
帮包干部、开展扶贫工作安排打
下良好基础。 (王昭)

淄川区：

为2名贫困户
办理创业贷9 . 3万元

本报讯 近年来，淄川区
开展扶贫专项活动30余次，发放
扶贫宣传材料2 . 1万份，答复群
众咨询1 . 5万余次。及时为贫困
群众创业和致富提供平台，为
有资金需求的2名建档立卡贫困
户办理免担保创业贷款 9 . 3万
元，为1人发放贴息0 . 44万元 ,带
领更多贫困人员脱贫致富。

(杨春)

高新区：

遍访贫困对象
落实精准帮扶

本报讯 为全面掌握贫困
户基本情况和政策落实情况，进
一步完善扶贫帮困措施，解决困
难诉求，高新区集中时间、集中
精力开展贫困人口遍访工作。日
前，高新区召开脱贫攻坚重点工
作推进会，印发高新区《关于做
好脱贫攻坚有关工作的通知》，
全面部署入户遍访有关工作。

(于明玉)

高新区：

25个结对帮扶部门
入户走访帮扶贫困户

本报讯 日前，高新区25个
结对帮扶部门成立遍访小组入户
走访本单位帮扶的所有贫困户，
此外，各园区、街道遍访辖区内有
贫困人口的村居和年人均收入低
于7000元的贫困户。对收入情况、

“两不愁三保障”政策落实情况、
帮扶工作和群众满意度情况逐一
核查，并认真填写《入户调查表》。

(于明玉)

临淄区：

对口协作花开两地
结对共建 携手奔康

本报讯 按照全市扶贫协
作工作安排，临淄区对口帮扶滨
州市无棣县，区财政每年列支不
低于500万元扶贫协作专项资金，
在滨州市无棣县产业扶贫项目
和民生项目建设中给予支持和
帮助。四年来，累计帮扶资金2000
万元，无棣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
脱贫、贫困村全部出列，全面完
成了脱贫攻坚任务。 (韩小丽)

高青县：

先后投入4000余万元
发展产业园等项目

本报讯 高青县立足镇域实
际和特色产业优势，先后投入4000
余万元，在各新建社区附近发展镇
级小微产业园、滨河标准化厂房建
设及青城汽车用品产业园等项目。
发挥集群优势，形成规模聚集效
应。依托工业园区、农村社区盘活
厂房、企业、劳动力等各类资源，探
索实施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电商扶
贫模式等实现创收增效。 (王菁)

本报讯 高青县充分考虑滩
区生态环境及黄河沿岸资源优
势，整合土地、资金、劳动力等生
产要素，对搬迁后的闲置土地进
行统筹规划，在保障群众土地收
益的基础上全面建设标准化现代
农业绿色生态科技示范园。如木
李镇龙湾行政村实施“三变五合”
改革，累计流转土地2400亩由合作
社进行集中经营。 (王菁)

高青县：

流转土地集中经营
激发贫困群众动力

周村区：
建立贫困家庭差异化
管理情况台账

本报讯 周村区永安街街
道扶贫办分类汇总贫困户情
况，对因病致贫、因残致贫、缺
少劳动力和有技术培训、就业
岗位等需求的贫困户进行详细
划分，详细制定了群众认可的
脱贫致富目标和切合实际的帮
扶计划，建立起贫困家庭差异
化管理情况台账，对症下药，采
取帮扶措施。 (崔凯)

淄川区：
拓宽贫困户就业渠道
实现就业脱贫致富

本报讯 截至目前，淄川
区法定劳动年龄内享受政策
贫困人员7 6 0 6人，已就业3 4 5 8
人。其中开发公益性岗位托底
安 置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人 员 6 6 8
人，2 3 8名贫困人员参加免费
技能培训，掌握一技之长，增
强了就业能力，拓宽了就业渠
道，实现了就业脱贫致富。

(杨春 )

沂源县：

分类问诊 靶向施策
让扶贫项目资产健康运营

本报讯 沂源县通过分类问
诊、靶向施策方式，积极探索扶贫
资产运营管理有效模式。通过探
索与实践，该县将全部产业扶贫
项目分为到户的产业扶贫项目、
单村实施的产业扶贫项目、联村
实施的产业扶贫项目、镇统筹实
施的产业扶贫项目、县统筹实施
的产业扶贫项目5大类，其中到户
项目52个、单村实施项目137个、联
村实施项目6个、镇统筹实施项目
38个、县统筹实施项目3个，根据不
同类型的项目，分别采取不同的
产权认定、管理、管护方式，实现
扶贫资产的利益最大化。(唐宁宁)

临淄区：

建立返贫监测预警
和即时帮扶机制

本报讯 今年，临淄区承担
了防贫保险改革试验工作，计划
为辖区7个光伏扶贫项目购买收
益险，稳定光伏项目收益，确保
贫困人口稳定受益。此外，临淄
区实施综合保障性扶贫项目，完
善建立扶贫临时救助救济基金，
建立健全即时帮扶机制，聚焦

“老弱病残”等特殊贫困人口和
持续支出型困难人群，统筹临时
救助、低保兜底、防贫保险、扶贫
+养老+助残等政策措施，推进帮
扶措施分类化，建立健全返贫监
测预警和即时帮扶机制。

(韩小丽)

中国农业大学

调研临淄扶贫改革试验

本报讯 日前，中国农业大学
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副院长左停
带队到临淄区对扶贫改革试验区
工作进展情况调研，市委副秘书
长、市扶贫办主任冯丽萍，区委副
书记卢华栋陪同。活动采取实地查
看扶贫改革试验项目和入户调研
等方式进行，左停院长一行先后到
淄博市国家扶贫改革试验基地、皇
城镇杨王村以及齐都镇春雨慈光
养老院调研，详细了解临淄区扶贫
改革试验项目建设和运行情况，围
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解决相对贫
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等内
容进行了调研。 (韩晓丽)

博山区聂家峪村：

累计分红14 . 2万元，
带动贫困人口脱贫

本报讯 博山区聂家峪村
严格项目收益分配程序，村两委
统盘考虑贫困户家庭收入、支
出、健康状况、有无劳动能力、有
无学龄人员等情况，进行民主评
议，分出不同等级，研究提出项
目资产收益差异化分配方案，经
村两委成员、党员、村民代表、贫
困户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并在全
村公示无异议后，报池上镇政府
审批，然后由镇经管站将项目收
益直接打入贫困户“惠民一卡
通”账号。项目实施以来已累计
分红14 . 2万元，带动全村27户、39
名贫困人口脱贫。 (陈绪华)

文昌湖区：

投入20万元专项扶贫资金
实施文化书屋建设

本报讯 文化书屋项目，
提升群众精神动力和文明程
度。文昌湖区投入各级财政专
项扶贫资金20万元，实施商家
镇东官村、东岔村、冯家村、小
史村文化书屋建设项目，用于
购买电脑、书籍等。

项目实施，从根本上解决
农 民 群 众 买 书 难 、看 书 难 问
题，激发全村贫困群众精神动
力，提升致富本领，提高农民
整体素质和农村文明程度，在
促 进 农 村 经 济 发 展 、乡 风 文
明、管理民主等方面发挥积极
作用。 (张晓晓 )

临淄区：

建立公益岗位补贴基金
增强贫困人口脱贫动力

本报讯 疫情发生以来对贫
困人口就业增收、生活保障和产
业项目受疫情影响情况进行摸
排。临淄区现有外出务工贫困人
口52人，有意愿外出务工贫困人
口23人。光伏扶贫项目7个，投资
收益项目9个，受疫情影响较小。
计划探索利用光伏收益设置公益
岗位，解决贫困务工人口就近就
业问题；探索建立100万元公益岗
位补贴基金，引导企业设置公益
性岗位，吸收有劳动能力的贫困
人口就业增收，增强贫困人口脱
贫内生动力。 (韩小丽)

临淄区：

落实“四权分置”
确保产业扶贫收益稳定

本报讯 临淄区全面落实
产业扶贫项目所有权、经营权、
收益权、监督权“四权分置”，确
保产业扶贫项目产权明晰、运管
到位、收益稳定、分红及时。对光
伏扶贫项目明确专业运维，确定
光伏电站日常管护人员管理及
职责，确定日常光伏电站维护管
理办法，安排专人负责，定期开
展检查维护，确保项目正常运
行；对区级投资收益项目加大监
督检查力度，确保资金使用安
全，收益及时到位，贫困户稳定
受益。 (韩小丽)

高青县：

投入6 . 67亿元
新建3个外迁安置社区

本报讯 高青县以建设“宜
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乡村为目
标，投入6 . 67亿元新建3个环境优
美、布局合理、基础设施配套齐
全、人文气息浓厚的外迁安置社
区，建成1848套高标准、高质量的
电梯房，供脱贫迁建群众入住。
同时，开发形成了以蓑衣樊、安
澜湾、慢城等沿黄景点为主，国
井酒文化生态博览园、得益田园
农牧小镇等自然、人文、农业景
点全面发展的文化旅游产业集
群，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

(王菁)

博山区源泉镇：

1100名党员
与贫困户结对

本报讯 博山区源泉镇坚
持以贫困户需要为导向，结合各
村帮扶能力开展帮扶工作，因人
施策、因户施策，如对收入达标
但偏低的，帮助申请办理低保，
对有劳动能力的提供保洁员、务
工岗位等增收措施，环境较差的
帮助粉刷墙面，定期清理卫生
等。自帮扶活动开展以来，博山
区源泉镇已有1100名党员主动与
1 5 0 0户贫困户结成了“帮扶亲
戚”，为600户贫困户打扫卫生，粉
刷墙面5000平方米，修补墙面100
户，建设爱心小路180条。(陈绪华)

博山区聂家峪村：

壮大村集体经济
贫困户稳定脱贫

本报讯 博山区池上镇聂
家峪村通过明确扶贫资产所有
权，放活扶贫资产经营权，确保
贫困群众收益权，落实扶贫资
产监督权，实现了“四权分置”，
壮大了村集体经济，确保贫困
户持续稳定脱贫，逐步建立起
了稳定脱贫长效机制。

(陈绪华 )

文昌湖区：
精准扶贫送温暖
真情关爱特困户

本报讯 近日，文昌湖区
组织开展了“精准扶贫送温暖、
真情关爱特困户”活动，为辖区
内1 5 7户特困供养户，出资5万
余元统一购买了棉衣、棉鞋、棉
手套、被褥等生活物资，全面提
升贫困群众的满意度和幸福
感。为保障春节走访慰问送温
暖活动顺利开展，区扶贫办联
合区民政部门早行动、早谋划，
制定活动方案，落实好春节前
走访慰问物资，确保贫困群众
温暖安全过冬。

(张晓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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