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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章丘

■精准扶贫看章丘

““对对症症下下药药””，，让让百百姓姓找找准准脱脱贫贫路路
章丘推出“扶贫套餐”精准脱贫

本报记者 邢振宇 蒋龙龙
通讯员 袁致甲 厉晓伟

“对症下药”
让群众找准脱贫路

“农民单纯种植传统农作
物，一年下来每亩地也就收入
500来元，现在通过种植中草
药，一亩地收入可达 4000来
元。”在垛庄镇十八盘村的中草
药种植基地，该村的第一书记
高浦给记者算了笔账。村里群
众看到了实惠，村里229户739
人都已加入到中草药种植行列
中。现在村里430亩地都已种
植上了丹参，其中200亩还套
种了苹果。

章丘扶贫办负责人董宽介
绍，为推进“中草药+扶贫”，去
年章丘对52个贫困村给予资
金扶持达450万元。为提高中
草药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
还与国内外中草药种植企业及
制造企业沟通对接，形成育苗、
种植、加工、销售全产业链业
态。目前，全市中药材种植面积
已突破两万亩，丹参种植达
1 . 6万亩，预计能为贫困村、贫
困群众增收近亿元。

因地制宜，因村制宜，精准
选择扶贫产业项目。垛庄镇生
态优美、物产丰富、原生态呈
现，因地制宜启动“旅游+扶
贫”模式，通过打造环境优美、
各具特色、设施完善的魅力旅
游综合体——— 五彩山村，来不
断吸引游客、拉动消费、促进就
业，以此促进贫困村户“双脱
贫”。

对自然环境恶劣，不适宜
居住生活的贫困村刘河村、西
里虎村进行整村异地搬迁，针
对农村危房、饮水安全、道路出

行等开展贫困村基础提升工
作，整合教育扶贫资源，构建多
样化帮扶体系，通过教育扶智
拔穷根。

“选贤聘能”
到扶贫岗位发挥效能

官庄街道盆崖村第一书记
滕培国做好香椿文章，发展壮
大村集体经济，引导贫困户脱
贫；绣惠街道施家崖张恒起回
乡创业，担任村支部书记、村主
任，村集体收入由0到30余万
仅用三年时间；今年初章丘在

北京、上海召开回乡创业人才
恳谈会，吸引鼓励优秀人才回
乡创业……

滕培国、张恒起只是章丘
扶贫一线能人、贤人的典型代
表，他们已成为章丘扶贫的攻
坚力量。扶贫工作地关键在于
选对人，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
的岗位上。章丘市160个贫困
村都配备了第一书记，并成立
第一书记临时党总支、临时党
支部，制作第一书记联系卡，建
立第一书记微信群、QQ交流
群，严格落实“三个必须”(必须
与原单位脱钩、必须将党组织

关系转至所在村、必须工作日
到村工作)。在开展的“联带扶
贫”行动中，该市190个机关企
事业单位、3363名党员干部包
联160个贫困村、9311名贫困
户。工作中，章丘创造性地实施
以“分层部署结对子、进村入户
清底子、精准施策开方子、主动
对接搭台子、协调联动铺路子、
明细算账摘帽子”为主要内容
的“六子工作法”，成为脱贫攻
坚行动指南。

扶贫工作需要更多的人才
加入进来。围绕返乡大学生、在
外务工经商能人、退役士兵、本
地青年致富能手等群体统筹发
力，通过项目扶持、创业培训、
金融服务、挂职锻炼等22条政
策，激励引导更多在外的章丘
籍优秀人才回乡创业，带动贫
困村、户脱贫致富；上海章丘商
会设立扶贫专项基金，帮助贫
困村贫困户销售小米、绿豆、花
椒等特色农产品。截至目前，章
丘市财政每年列支500万元政
策资金，新扶持回乡创业人才
领办创办企业、组建各类专业
合作社128个，推荐11名创业
人才挂职镇街团工委副书记、
村党支部书记助理。

一批年纪轻、懂管理、有致
富头脑的优秀人才正在成为引
领城乡特色产业、带动村集体
经济、带领群众致富的骨干力
量。

依靠创新
跨过扶贫“门槛”

“章丘扶贫”APP手机客户
端上线，该市所有参与扶贫的
人员手机全部安装到位。黄河
镇西李村第一书记张建虎告诉
记者，手机APP发挥事半功倍
的效果，工作进展、成效汇报、

工作经验交流都可以简单快捷
地在这个软件上实现。

办法总比困难多。章丘创
新扶贫工作思路举措，在技术
手段、组织领导体系等方面进
行创新，为脱贫攻坚注入新活
力。

扶贫是一项政治任务，为
此章丘把组织领导体系的建设
放在首位。20个镇街全部成立
脱贫攻坚临时党委，由包挂镇
街的市级领导干部兼任临时党
委书记，加强对镇街工作的具
体指导督促。160个贫困村分
别成立临时党支部，由包联市
直部门单位主要负责人担任临
时党支部书记。非贫困村根据
贫困户数量、分布、需求等情
况，以片区为单位设立了91个
临时党支部。通过完善组织架
构，明确职责分工，全市形成了
市、镇、村三级联动、协调顺畅
的组织领导体系。

拓宽扶贫渠道，让更接地
气的项目落户到村里头。依托
章丘e家香电商平台、“农村淘
宝+扶贫”建成农村淘宝村级
服务站50个，其中包括32个扶
贫站点，实现特色农产品的“上
行”，为扶贫增收增添新途径。
文祖街道实施“村淘+微旅游+
扶贫”模式，打造四季游览路
线、6条精品线路，涉及18个村
庄，串起9个贫困村，实现扶贫
与乡村旅游的有机结合，加快
贫困村贫困户脱贫致富的步
伐。

着力破解“因病致贫、因病
返贫”难题，注重开展兜底式扶
贫，细化医疗救助工作体系，保
障贫困人口享有基本医疗卫生
服务。完善农村低保、养老政
策，将符合救助条件的贫困人
口全部纳入救助范围，让其住
有所居、老有所养。

民民警警学学““经经济济””，，做做扶扶贫贫““引引路路人人””
章丘市公安局包联干部在治安调解中发挥扶贫解困作用

本报记者 王帅
通讯员 李明

交朋友，接地气
架起扶贫连心桥

“把贫困户当成自己的亲
朋好友，时时刻刻心里装着群
众，事事处处为了群众，全心全
意帮助群众”，这是活动之初章
丘市公安局局长赵延军对每一
名包联干部提出的要求。

据介绍，公安局参加“联带
扶贫”行动的包联干部和贫困
村临时党支部书记全部是中层
以上领导干部，包括五位局领
导和部分队、室主要负责人，整
个包联干部队伍基层经验丰
富，擅长做群众工作，对贫困户
怀有深厚的感情。74名包联干
部划分为七个小组，每个小组
对接一到两个村，各队、室负责
人担任组长，从包联小组到包

联干部，层层分解任务。
对于工作进展情况，包联

干部每周一汇总，每月一调度，
摸情况，定目标，找路子，针对
重点、难点问题集体研究对策、
合力攻坚。并由市局统一协调，
对包联干部开展工作需要的

“人员、车辆、时间”做好充分保
障。活动开展以来，包联干部伏
下身子，走到田间地头、鱼塘果
园，与群众谈论收成、宣传政
策，出主意，想办法，千方百计
帮助和带动他们，很快融入村
干部、群众当中，逐步与群众拉
近了距离，建立了感情。

扶贫干部与东张村村委人
员协商村里发展，为村里的未
来发展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同
时积极争取项目和资金支持，
推动村里的道路硬化和文体广
场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工作，眼
下正在筹措建设村民文化大
院，使这个滩区贫困村的村容
村貌发生了大的变化，把工作

做到了群众的心坎里。

找定位，进角色
警民拧成一股绳

“公安民警对于发展经济
是外行，只有勤学习、多研究，
把上级的扶贫政策学深吃透，
才能在扶贫工作中精准施策。”
为此，该局组织包联干部每月
召开“民情分析会”，及时传达
学习上级扶贫政策，讨论研究，
集思广益，把贫困户的贫困原
因查找精准，会同有关职能部
门找出符合条件的优惠政策项
目，积极上报落实，牵线搭桥做

“媒人”。
在扶贫工作中，包联干部

鼓励和倡导亲帮亲、邻帮邻，沾
亲带戚、以强带弱，团结互助，
共同发展，支持、引导本村率先
致富的群众吸引贫困户就业务
工，根据贫困户的实际劳动能
力，给予一定务工岗位和经营

渠道，指导带动贫困户发展。
对少数子女不孝、家庭成

员不和谐等致贫的贫困户，充
分发挥治安调解和亲情感化的
作用，做实做细思想工作，加强
教育转化，切实担负责任。发挥
公安机关服务民生、扶贫济困
作用，了解贫困群体的公安援
助诉求，对子女不尽赡养义务
等涉及违规违法的特殊贫困家
庭，及时提供法律援助，保护其
合法权益。

心连心，手拉手
“授之以渔”谋发展

白云湖镇靠河林村位于白
云湖北岸，全村共有村民279
户、1075人，面积2700亩，民风
纯朴、百姓本分，是全市杨树种
苗的重要出产地。因为种种原
因，这个村经济发展仍相对滞
后，因病、因残和劳动力丧失致
贫占绝对比重，贫困家庭、贫困

村民基数大，成为制约全村甚
至全镇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瓶
颈，是济南市级贫困村。

经过走访摸情况，该局包
联干部发现，村“两委”班子相
对健全，但有较好的群众基础，
对加快脱贫致富步伐有较强烈
的愿望。“授之以鱼，不如授之
以渔”，“既要输血，又要帮助造
血”。对此，公安局及时落实两
项措施：一是针对部分病残的
贫困户，通过面向社会宣传和
呼吁，搜集社会资源给予救助，
已经与部分医疗机构初步建立
义诊服务、药品优惠等医疗服
务计划，正在逐步组织实施。二
是结合村整体基础设施建设和
产业发展情况，梳理出群众最
关心的道路失修问题，充分利
用章丘有关职能部门的扶贫政
策资金，积极协调，争取社会各
界支持，投入部分经费，为该村
修建生产路，解决制约发展的

“瓶颈”。

在“联带扶贫”行动中，章丘市公安局联系对接白云湖镇和黄河镇共11个村(其中东张村、靠河
林村属于贫困村)，联系贫困户221户。“联带扶贫”行动开展以来，该局逐村逐户深入调研，摸清摸准
村情民意，对贫困原因全面掌握并分类梳理，明确方向，对症下药，因村因户精准施策。通过学“经
济”，研究贫困村发展路子，公安民警们成了扶贫政策的“引路人”。

端午小长假，章丘“五彩山村”正式与游人见面，为章丘扶贫趟
出一条新路径。该项目围绕“乡村旅游+扶贫”理念，在大山深处十
八盘、东车厢、西车厢、小石屋、西里虎5个贫困村，打造以“花山、
石村、清泉、原野、绿林”为主题的旅游综合载体。而这只是章丘扶
贫产业项目的一个代表和缩影。

孩子们在章丘东车厢村五彩乡村玩耍。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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