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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省省七七成成行行政政村村有有贫贫困困人人口口
省定标准以下贫困人口242万人，插花分布更要“精准滴灌”

本报记者 陈玮 马云云
范佳

青烟威及东营
已无“国标”贫困户

统计显示，截至2015年底，
我省省定标准以下农村贫困人
口有242万人，分布在17个市、
125个县（市、区）和23个管委。
贫困人口3 . 8万人以上的有20
个县（市、区），其中5万人以上
的有15个。

从区域分布上看，山东西
部地区的贫困人口占80 . 8%，
东部仅占3 . 1%。从城市分布上
看，贫困人口分布最多的是菏
泽市，占到了37 . 7%；其次是临
沂，占18 . 2%。目前，东部的青
岛、烟台、威海、东营，已经没有
了国家扶贫标准2855元以下的
贫困人口。

“这些贫困户中，因病因残
致贫的最多，脱贫难度较大。”
省扶贫办相关负责人介绍，因
病因残致贫的就有80 . 2万户，
占贫困户总数的66 . 2%。因缺
劳动力致贫占12 . 9%，因缺资
金致贫的占8 . 0%，此外还有缺
技术、自身发展力不足、因学等
其他致贫原因。

据介绍，与我国西部的一
些省份连片贫困不同，山东没
有贫困县，不存在区域性贫困。

“目前山东贫困人口呈‘插花
式’分布，73%的行政村有贫困
人口。”

告别“大水漫灌”
五大方式脱贫

“插花式”分布让我省的扶
贫政策有了新调整。

省扶贫办相关负责人介
绍，过去的扶贫方式是“大水漫
灌”，比如在一个区域整片发展
旅游业，开农家乐，销售纪念
品。但可能这片区域仅有三五

十个贫困户，能把农家乐开好
的早就不贫困了。而贫困的多
是老弱病残，劳动能力不强的。

“大水漫灌”可能会导致富的更
富，穷的更穷。

如今只剩下最难脱贫的人
口，精准扶贫的条件成熟了。

“这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
段的必然选择。”省农科院可持
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袁奎明
说。“精准扶贫”要做的，是把重
心下移到村、户甚至是人，每个
村适合发展什么产业、每户贫
困户适合什么政策，一村一策、
一户一案，才能让贫困人口真
正享受到政策红利。

“长期以来扶贫开发存在
底数不清、目标不明的问题。”
省扶贫办相关负责人说。为完
成这项基础性工作，我省用一
年多的时间对全部7万多个行
政村、7200多万乡村人口进行
了全面排查，摸清了哪些人是
贫困户、因何致贫，针对每村、
每户提出不同的政策。“资金项
目必须精准惠及贫困人口，总
体来看，主要通过发展生产、转
移就业、异地搬迁、生态补偿以
及社会保障兜底等方式实现贫
困人口脱贫。”

据悉，我省今年已实施种
养加产业扶贫项目的村2805
个，带动贫困户114531户；实施
乡村旅游扶贫的村562个，带动
贫困户16882户；实施电商扶贫
的村667个，发展电商的贫困户
10919户；实施光伏扶贫的村
1049个，发展光伏的贫困户
32456户。

想要不再返贫
需扶上马送一程

对于贫困人口来说，最关
心的莫过于如何稳定脱贫不再
返贫。“贫困户脱贫后，培育和
巩固自我发展能力需要有个过
程，这就需要我们‘扶上马送一
程’，保证各项扶持政策继续执

行一段时间。”省扶贫办相关负
责人说，“更重要的是，把扶贫
方式从输血转变为造血，缺技
术的培训技术，缺项目的提供
项目，确保贫困户稳定脱贫。”

山东省社会科学院省情研
究中心主任秦庆武说，山东作
为东部地区贫困人口最多的省
份，正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工作，
建立稳定脱贫的长效机制，努
力探索一条具有山东特色、具
有借鉴意义的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新模式，在打赢脱贫攻坚战
中始终走在前列。“山东各地在
加强领导、改革创新、精准施策
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省扶
贫办负责人介绍说。

我省探索建立集体资产受
益扶持机制，把财政专项扶贫
资金和其他涉农资金，投入扶
贫项目形成的经营性资产，折
股量化到贫困人口，持股分红，
实现保底收益。对于占50 . 3%
的老龄贫困人口，通过道德教
育、司法干预，建设敬老院集中
供养，政府补助、邻里互助照料
等方式，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
政府出面设立孝老基金，让贫
困老人的子女每月拿出一定数
额的赡养费，政府根据数额正
比例给予一定补贴。“同时对经
济不好又很孝顺的子女给予额
外奖励补贴，激励形成子女尽
责、集体担责、社会分责、政府
履责良好的风尚。”

同时我省以考核倒逼责
任落实。今年，我省相继出台
了《山东省市级党委和政府扶
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办法》和

《山东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
员单位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
核办法》。同时，加大问责力
度，对未完成年度减贫任务的
党政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连
续两年完不成年度任务的，对
党政主要负责人进行组织调
整。目前，德州市已有3名乡科
级干部在脱贫攻坚督查中被
问责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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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7月6日讯（记者
范佳 陈玮 马云云 实习

生 李娜娜） 全省扶贫，齐鲁
晚报在行动！作为齐鲁晚报“扶
贫在行动”大型融媒专题报道
的一部分，本报即日起将成立
线上线下扶贫平台，面向全省
征集贫困线索，同时召集社会
爱心力量提供帮助。如果您有
贫困线索或者是爱心企业，欢
迎拨打96706，或下载“齐鲁壹
点”手机APP，在情报站留言。
我们将和您取得联系，一同为
扶贫助力。

山东作为东部地区贫困人

口最多的省份，截至2015年底，
省级标准（年人均收入低于
3322元）以下贫困人口还有121
万户、242万人。在我省的许多
乡村角落，目前还有很多年人
均收入不足三千元的家庭。有
的村落年轻人外出打工，家中
只有老人、病人和孩子，常年不
能团聚，为了生活苦苦挣扎。有
的家庭住在泥土房中，光线阴
暗，连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下
雨天还不停漏雨。有些地区则
地处偏远，缺水缺地缺物产，靠
收成很难过活。

在我省鲁南地区一个贫困

小山村，孩子们每天清早4点多
就要出门，睡眼惺忪地走几十里
路到镇上的学校上学。有时大人
们白天太忙忘了接孩子回家，孩
子从学校回家，累得直接躺在路
边睡着了。那里的老人从没见过
桂圆，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买回来
尝鲜，老人都不舍得吃，扒去外
皮后塞到小孙子的嘴里，谁知孩
子直接吞下噎在了喉咙里。家里
人慌了神，赶紧送去医院，不幸
的是孩子在路上就去世了。

扶贫就是要让贫困人口也
能过上正常生活。我们希望搭
建起一个爱心平台，对接贫困

线索与爱心人士，让更多人摆
脱贫困，看到外面的世界。无论
您身处贫困之中，需要得到社
会帮助，还是想为自己的家乡
尽一分力，都可以联系我们。同
时，也请爱心企业加入到我们
的扶贫行动中来，奉献一分爱
心，帮助更多贫困家庭。

您 可 以 拨 打 热 线 电 话
96706，或者下载“齐鲁壹点”手
机APP，在情报站提供线索。我
们会在网上建立专题页面，并
在报纸开辟线索专栏，实现贫
困人口与爱心企业之间的对
接。提供贫困线索的读者请说

明贫困户或贫困村的具体位
置、贫困程度、需要什么帮助
等。我们将联系爱心企业或爱
心人士提供尽可能的帮助，为
当地脱贫助一臂之力。

■扶贫在行动·精准滴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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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一场着眼于建设全面小康的扶贫攻坚战正在全国打响。我国要确保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我省
则在3年内就要完成省定标准以下242万人脱贫。

让贫者有其居、能安业，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国家战略，也是惠及欠发达地区的民心工程。即日起齐鲁晚报推出
“扶贫在行动”大型融媒专题报道，我们将讲述脱贫故事，展现小人物生活变迁；也将分析扶贫样本，提供脱贫借鉴；；同
时还将搭建扶贫平台，对接贫困人口与爱心企业，助脱贫一臂之力。

根据我省制定的脱贫计划，目前我省省定贫困标准以下的农村贫困人口还有242万人，通过三年脱贫攻坚，这些人到2018年将全部脱
贫。我省的贫困人口是如何分布的？扶贫开发工作又有哪些新特点？省扶贫办相关负责人进行了解读。

我省贫困人口情况
各市贫困人口数量（省定标准以下）

济南

青岛

淄博

枣庄

东营

烟台

潍坊

济宁

泰安

威海

日照

莱芜

临沂

德州

聊城

滨州

菏泽

5 . 1万

0 . 8万

6 . 1万

7 . 2万

0 . 4万

4 . 5万

6 . 7万

9 . 7万

14 . 2万

1 . 7万

4 . 4万

2 . 6万

44 . 2万

9 . 6万

24 . 8万

8 . 8万

91 . 5万

贫困人口区域分布 贫困人口致贫原因

提供扶贫线索，关注扶贫报

道，请扫码下载齐鲁晚报官方APP

齐鲁壹点。

中部地区

39 . 1万 16 . 1%

西部地区

195 . 8万 80 . 8%

因病因残

66 . 2%
缺劳动力

12 . 9%

缺资金

8 . 0%

缺技术、自身发展力

不足等 12 . 9%

东部地区

7 . 5万 3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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