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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811万万贫贫困困户户，，每每户户统统计计7777项项信信息息
我省推进“精准扶贫”，7000贫困村2018年底“摘帽”

村里资助三台电脑

贫困户开起网店

张爱云现在的工作就是站
在裁剪服装的桌前，帮着扯一
扯要裁剪的布匹。丈夫去世后，
政府给她在当地安排了份打工
的活，一天有60块钱。对此，55岁
的张爱云十分感激，“都得感谢村
里和镇里的照顾。”工作不到一
年，家里依旧不算很宽裕，但一年
也能有一万多元收入，张爱云娘
俩儿今年有望跳出省定标准以
下贫困人口的名单。

在距大集镇丁楼村不远的
孙庄村，贫困户孙海涛一家人
的生活，在这几年宽裕了很多。

“去年镇里和村里给买了三台
电脑，又扶持了6000元钱启动
资金，6个网店就开起来了。”他
做的是演出服销售生意，一年
来，虽不是做得最好的，但家里
生活已经起色了很多。

“结合镇里比较兴旺的电
商氛围，对于有点文化的人，我
们提供资金帮他们开网店。对

于文化不够的人，我们组织参
加电商培训。年纪大的我们安
置到线下服饰厂里，今年上半
年就扶持了500多个贫困户。”
大集镇党委书记苏永志介绍。

在我们印象中，贫困户的
脱贫只能靠政府的救济和社会
的捐助。而张爱云和孙海涛两
人则依靠自身的技能，外加政
府“推一把”，脱贫在望。其实，
两人的经历其实是我省“精准
脱贫”战略的缩影。

全省7万个村

筛出7千个贫困村

五中全会提出要实施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省农科院可持
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袁奎明表
示，这其中包含四层意思，分别
是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
理和精准考核。

在这四个层次中，精准识
别是第一步，也是基础性工作。
去年，我省用了半年多时间，对
全部7万多个行政村、7200多万
乡村人口进行了全面排查，识

别出贫困村7005个。
从全省精准识别的结果

看，“目前我省农村贫困人口绝
大多数属于相对贫困，已经基
本没有吃不上饭、穿不上衣、住
不上房的问题。”省扶贫开发办
公室有关人士介绍，我省贫困
户多是散户，点多面广，不集
中、不连片。

而从区域分布来看，全省
86%的行政村有贫困人口，涉及
1 7 市、1 4 7 个县（市、区、管委
会），其中东部4市占贫困人口
总数5%，中部6市占24%，西部7
市占71%。区域之间差别较大，
贫困人口少的县（市）区只有几
百人，多的县（市）区则有十多
万人。而就贫困村来说，全省
7005个省定贫困村大部分没有
集体收入。

“这一工作解决了长期以
来扶贫开发工作底数不清、目
标不明、措施不准等问题。”省
扶贫办有关人士说。

脱贫人员及时销号

如有返贫再次录入

“这些信息是要被用起来
的，也就是‘精准管理’。”在省
扶贫办，工作人员打开了“扶贫
开发建档立卡信息采集系统”，
所有贫困对象的信息全部在其
中，每一户的统计信息多达77
项。例如点开沂南县岸堤镇艾
山东村刘某某家，系统自动显
示其致贫原因、文化程度、务工
状况等基本情况，同时还能看
到他们的生产生活条件，细致
到耕地面积、有无卫生厕所、主
要燃料类型、是否加入农民合
作社等等。

据统计，全省省定标准以
下的贫困人口共有 394万人、
181 . 6万户。“目前省定标准指
的是，按照2014年现价，人均年
收入在 3372 元以下的农村人
口”。长期以来，国家一直实行
东西部差异化政策，我省扶贫
投入主要靠自己解决。

而根据我省已经确定的目

标，到2018年底，省定7005个贫
困村全部脱贫“摘帽”，181 . 6万
户的394万贫困人口年收入全
部超过省定贫困线，提前两年
完成脱贫任务。

而一旦脱贫，这些人的信
息就要从系统中销号，之后工
作人员会对销号的贫困对象抽
查，以了解真实情况。如果有返
贫的，还要重新录入系统，“扶
贫是动态的，有进有出”。

扶贫措施到户到人

不再按乡镇整体推进

“知道每家的情况，就能因
人、因户施策。”省扶贫办工作
人员说，比如张三缺技术，那么
就搞好技能培训和就业创业服
务；李四家缺发展资金，就帮助
他们联系小额贷款、组织信用
合作等。

“省扶贫办工作人员介绍，
近年来，我省实施了干部驻村、
电商扶贫、旅游扶贫等扶贫项
目。去年，省派第一书记帮包村
农 民 人 均 纯 收 入 过 万 元 ，
96 . 58%的扶贫对象实现收入翻
番，全部实现脱贫。再如金融扶
贫方面，择优选定参与扶贫的
新型经营主体，每带动一户群
众脱贫，可获贷3万至5万元，最
高贷款额度可达到300万元。

“这与以往有很大不同，原
来是以乡镇为主体，整乡（镇）
推进，现在重心下移到村、户，
甚至是人。”袁奎明说，“如果说
过去是粗放式的，现在则是精
准化的”。由于扶贫面临的情况
复杂，比如并非所有贫困乡镇
的村子都属于贫困村，但因为
整体推进，可能发生非贫困村
从扶贫中受益的情况；与此同
时，一些非贫困乡镇也会有贫
困户，他们就可能无法从扶贫
措施中受益。据此次识别的结
果，46%的贫困人口集中在7005
个省定贫困村中，剩下一半以
上零星分布在其他村子，按照
以往的老办法，显然不能解决
问题。

中中小小学学生生经经济济困困难难，，可可求求助助资资助助专专员员
我省将在学校配备资助专员，持续跟踪学生救助情况

在曹县大集镇丁楼村，
两年前丈夫意外去世、30岁的
儿子患自闭症，让55岁的张爱
云陷入生活困境。而相关部门
凭着对其个人、家庭情况的了
解，把一份最适合她的工作摆
在了她的面前。

目前，像张爱云这样的
贫困人口，我省还有 3 9 4万
人、181 . 6万户，贫困村7005
个。而要在2018年底使所有
贫困村、贫困人口脱贫，则要
改变以往粗放式的扶贫方
式。五中全会提出的“精准扶
贫”方法，便是不二选择。

文/片 本报记者
马云云 尹明亮

从小失去父母的孙海涛在政府扶持下从去年起开了六个网店。

大班额：

投20亿，两年内解决

如何提高教育质量，推动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我省提出将在两年内解决大班额
问题。

“这反映了政策的趋势性转变，由以
前的追求效率变为突出公平。”山东省教
育科学研究院相关负责人张斌表示，从
五中全会对教育领域的表述来看，未来
的教育方针将出现方向性的转变。

“通过引进优质教育资源、联合办
学、名校建分校等方式，让孩子不再往少
数名校挤，全面彻底地解决大班额问
题。”教育部门表示，确定2015—2017年
城镇改扩建、新建学校的清单，明确学校
建成时间表和路线图。据了解，省财政将
安排资金20亿元以上，解决大班额问题。

“多建学校是个办法，但下一步还
要做好师资的均衡。”张斌认为，目前的
优秀教师大都集中在城市，乡村则在收
缩，应该采取措施均衡教师资源。

从我省来说，中小学教师的“县管
校聘”改革也提上了日程，目的是把教
师由“单位人”变为“系统人”，在更大的
范围内提高教师调配和交流的程度，来
盘活我们的教师资源。

为此，我省将继续把补充中小学专
任教师作为用编进人计划重点，对有空
编的中小学，按照申报数额安排进人计
划，用两年的时间实现教师补充到位。

普及高中教育：

民校教师待遇试点明年扩大范围

普及高中教育也是五中全
会提出的建议。“普及高中阶段
教育，一是提高入学率，二是保
证 高 中 和 中 职 教 育 的 发 展 均
衡。”我省教育部门负责人认为，
五中全会所说的普及高中阶段
教育，不是将其纳入义务教育，
而是要将其提高到合理的水平。

据了解，目前我省中等职业
学校在校生94 . 82万人，比上年
减少8 . 34万人。高中在校生是中
职在校生的1 . 8倍，中职学生所

占的比例只有35%，低于全国水
平8 . 6个百分点。

21世纪研究院副院长熊丙
奇认为，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中职
办学缺乏特色，质量不高，只看
就业数据，不看就业质量。同时，
中职地位不高，在很多学生和家
长眼中低人一等。对于部分民办
职业院校来讲，师资力量流失也
很严重。

为此，从今年起，我省将用5
年左右时间，建设认定100所省

级规范化社区学院、30所省级示
范性社区学院、300个示范性乡
镇社区教育中心，支持创建20个
国家级农村职业教育与成人教
育示范县。

同时，在中职学校建设800
个左右具有教育、培训和技术服
务等多种功能的校内实训基地。
另外，从2016年，扩大非营利性
民办职业院校教师与公办学校
教师享受同样社会保障待遇试
点范围。

资助困难学生

幼儿园学生已纳入资助范围

五中全会提出，要实现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全覆盖。可以
说，“免除学杂费”是国家送给家
庭困难学生的“大红包”。

根据统计，截止到今年9月
30日，全省高校共有5 . 4万名新
录取学生走了“绿色通道”，缓缴
免缴学费、住宿费 3 . 5亿元。同
时，全省高校还为3 . 4万名新生
发放生活补贴297万元，为2 . 1

万名新生发放生活用品价值187
万元，为1 . 5万名新生发放路费
92万元，吸收社会捐赠资金956
万元，资助新生1万人。

“学生资助体系基本健全，
已经覆盖到了幼儿园。”山东省
学生资助管理服务中心工作人
员表示，除了对大学生进行资助
救助外，目前的资助范围还包括
了幼儿园学生。

据介绍，为改进基层资助管理
工作，完善县级资助管理体制，我
省将推动乡镇中心校(幼儿园)和
普通高中学校配备资助专员，专职
负责学校和辖区内经济困难学生
(幼儿)的建档管理和资助工作。

随着学生逐级升学，资助专员
也将对孩子的家庭情况进行跟踪。
如果届时家庭还是困难，在学生未
来求学时能简化办理救助的程序。

十八届五中全
会提出，提高教育
质量，推动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普及
高中阶段教育，逐
步分类推进中等职
业教育免除学杂
费，率先从建档立
卡的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中实施普通高
中免除学杂费，实
现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资助全覆盖。今
后我省将采取措
施，解决大班额问
题，推动高中教育
普及化，并建立完
善的学生资助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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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好日子
落实五中全会精神山东在行动

本报记者
王光营 许亚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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