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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为持续提高困难群众收
入，落实各类产业扶持政策，潘
店镇突出抓好产业扶贫，将扶
贫资金注入市场前景好的冠军
纸业、康瑞食用菌、如康清真食
品等6家企业，盘活闲置土地新建
扶贫厂房，加强对扶贫企业的工

作指导和资金监管，企业分红收
益保持在10%以上，扶贫户人均
分红保持在1000元以上，建立了
贫困户长效增收机制，为贫困户
持续增收提供了有力保障，确保
了困难群众稳定脱贫增收。

(通讯员 王龙强 彭岩坤)

“平时没事我们就在家
里编，一天编一条能挣二三
十块钱，闲来没事也能挣个
零花……”潘店镇井王村贫
困户张桂英大娘说道。

今年以来，为解决有劳
动能力的贫困户在家增收问
题，潘店镇实施草编扶贫项
目，组织井王等村农村妇女

和贫困户群众，发挥当地群
众草编技能优势，在家利用
空闲时间，利用玉米皮、席
草、茅草、麦秸等丰富的地方
资源，编成帽、篮、拖鞋、提
包、地毯、睡席等手工艺品的
传统，带动群众120余人增
收，增加贫困户经济收入。
(通讯员 王龙强 彭岩坤)

潘店镇：抓好产业扶贫脱贫路上不掉一人

潘店镇：特色专业带动贫困户增收

为了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扶
贫济困的传统美德，潘店镇通过
开展在驻地集市发放扶贫攻坚政
策明白纸，组织帮扶责任人和巾
帼服务队为贫困户打扫卫生、收

拾庭院，镇督导组入户督导扶贫
工作等活动，全社会营造“关心关
爱扶贫户、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社
会氛围，加快小康潘店建设步伐。

(通讯员 王龙强 彭岩坤)

潘店镇：扶危救困，共奔小康

为拓宽贫困户增收渠道，潘店
镇筛选贫困户中有劳动能力的人
员作为专岗人员,采取集中培训的
方式提高服务技能，为村中老弱病
残贫困户打扫室内外卫生、洗衣做
饭等日常服务，获得工资报酬。同
时,镇党委政府通过实地走访、填
写满意度调查问卷、月考核打分等
形式,对服务事项、服务质量进行
监督,将服务质量作为上岗人员发
放报酬、评先树优的依据。截至目
前，潘店镇共设扶贫专岗人员12
人,帮助一名贫困户月报酬120元，
解决了行动不便困难户的实际问
题，又促进了有劳动能力贫困户脱
贫增收。

(通讯员 王龙强 彭岩坤)

“谢谢叔叔和小姐姐给我送
来的新书，我以后一定会刻苦学
习，争取以优异的成绩回报学校
和社会……”收到新书的袁欣荣
欢喜地说道。

12月15日，潘店镇纪委书
记阮志伟自费购买花生油、茶
叶为西赵村贫困户袁庆中家
送去了慰问品、书籍，并勉励

袁欣荣同学好好学习，增长本
领，将来服务社会，改变家庭
面貌。自“三帮一”活动开展以
来，潘店镇机关干部走访慰问
贫困群众100余次，“帮心”帮
助困难群众疏解“心理疙瘩”
50余次，增强了贫困户生活信
心。

(通讯员 王龙强 彭岩坤)

潘店镇：村级扶贫专岗助脱贫 潘店镇：扶贫干部自购慰问品走访贫困户

为全面提升贫困户居住生
活环境，潘店镇投资20万元，严
格按照“一通二化三净四有”工
作标准，对辖区内贫困群众现居
住条件、居住环境、个人卫生状
况等进行摸底排查，并组织专业

施工队进行硬化、美化等工作，
确保贫困户居住环境全面改善，
提高贫困户获得感。截止目前，
全镇72户贫困群众居住环境得
到改善提升。

(通讯员 王龙强 彭岩坤)

潘店镇：开展“一通二化三净四有”工作

选 择
作者：潘晓泉

非洲的阳光太刺眼，照得王
玲玲心里格外焦灼。

“王总，你们别在非洲了，快
回国好不好！”在电话里，员工小
李有点急了，语气里半是商量半
是哀求。回国，还是留下？电视中
播出的非洲混乱镜头、手机里国
内亲人朋友的呼唤，让王玲玲陷
入了纠结之中。

这不是她第一次面临这种选
择。6年前，因为遭遇欧美反倾销
政策，她从事的光伏产业跌入低
谷，身负巨债下，为了不牵连兄弟
担保企业，她毅然选择闯进安哥拉，
在这片刚刚结束内战、百废待兴的
非洲大陆上重新起步。

眼前，又是一场动荡——— 国
际原油价格暴跌，安哥拉等产油大
国陷入经济危机，社会形势变得不
安，许多外资企业纷纷撤离。

电话里的哀求声，让这位一

向快人快语的女企业家，变得沉
默不语，这些年来的经历，如同电
影 镜 头 般 在 她 脑 海 里 不 断 浮
现———

刚来安哥拉时，她骑着摩托
车，每天顶着大太阳出去谈业务，
饿了就啃个大饼，渴了就喝点凉
水。有次刚从银行里取了2万美
元，就被劫匪盯上了，子弹沿着她
的大腿飞过，现金被洗劫一空。

第一个太阳能路灯工程落成
时，在那个美丽的傍晚，她和官
员、老百姓们站在马路上，当看
得路灯齐刷刷地亮起时，所有人
都载歌载舞，高喊王玲玲是“光的
使者”。

靠着诚信与品质，她终于打
开了安哥拉市场，建立了2座生产
基地，陆续完成了18个省6个部的
太阳能工程，涵盖照明、交通、户
用发电等领域，让中国制造“照

亮”了安哥拉。
想到这里，王玲玲再次恢复

了果断和勇敢，“我们不能回去，
安哥拉人民是我们的朋友，在这
个危难时刻，我们不能抛弃他们。
我们的工程里不仅有对安哥拉人
民的承诺，更有着中国企业的诚信
和担当！”顶着巨大的压力，依然带
着灿烂微笑，王玲玲选择继续奔走
在广袤的非洲大陆上。

半年后，几位安哥拉政府官
员揣着一个神秘的盒子，走进王
玲玲的企业。

打开一看，是一颗颗精美的
钻石，在非洲阳光的照耀下，更加
璀璨夺目。王玲玲有些纳闷，“这
是……”

“王玲玲女士，作为安哥拉政
府对您诚意的回报，我们有一座
钻 石 矿 的 采 矿 权 ，想 托 付 于
您……”

扶贫先扶智，治贫先治
愚。近日来，乐陵市花园镇
精准扶贫着力于“扶心与扶
智”双向动力，通过开展“雨
露计划”助学扶贫工作，全
面落实教育扶贫政策措施，
不让一名学生因贫失学，积
极做好教育支援工作，助推
花园镇教育平稳发展。

为落实好“雨露计划”，
花园镇扶贫办工作人员进
村入户走访，对全镇接受高
职、中职教育的贫困家庭进

行了全面调查，通过各村现
场申报方式报名，由扶贫办
查看审核进度，初步审核公
示，确定助学对象。镇村两
级对在“雨露计划”工作中
形成的各类材料及时归类
成档，做好台账工作，划分
专门档案柜，建立电子档
案。严格按照申报办法审查
把关，对所有申报人员进行
系统核对及公示公告，严厉
杜绝虚假申报。

(通讯员 张阳)

花园镇“雨露计划”助力扶智脱贫

花园镇政企携手助脱贫

12月18日，邦迪保洁有
限公司工作人员到乐陵市
花园镇走访贫困户，为他们
送去了油、米、面等计5000
余元的物资。

花园镇党委政府积极
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到脱贫
攻坚中来，大力开展“政企

携手助脱贫”活动 , 采取
“企业帮扶+脱贫攻坚”双
结合模式，动员全镇企业
及爱心人士积极参与教
育、养老、医疗、扶贫等方
面的公益活动，共同助力脱
贫攻坚。

(通讯员 张阳)

潘店镇：多面立体真帮实扶

为全力打赢扶贫攻坚战，今
年来不断完善精准扶贫工作机
制，全面落实“三帮一”扶贫机制，
通过干部帮心、教师帮智、企业家
帮钱的方式，多面立体解决贫困户
和贫困学生思想认识、价值观念、
脱贫增收问题，帮助贫困群众战胜
困难，彻底斩断贫困代际传递的

“穷根”。
截至目前，潘店镇教育扶贫

义务教育阶段覆盖所有建档立
卡贫困家庭学生 2 9 人教育“三
帮一”全部结对，助学金额共计
1 . 4 5万元 ;享受“雨露计划”5人，
补助金额共计1 . 5万元。

(通讯员 王龙强 彭岩坤)

今年以来，潘店镇纪委
立足岗位职责，发挥监督执
纪职能，创新工作方式方法，
深入开展扶贫户“三有三净”
工作落实督导检查活动，了

解村支部书记掌握扶贫户情
况和帮扶责任人走访情况，
查漏补缺抓整改，拧紧扶贫
攻坚工作的“螺丝钉”。
(通讯员 王龙强 彭岩坤)

潘店镇：纪委开展扶贫工作落实督导检查

潘店镇：强化责任担当抓实精准扶贫

今年以来，潘店镇将扶
贫工作纳入小康潘店建设
总体布局，镇党委每月定期
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解决扶
贫工作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建立“一对一”结对帮扶机
制，包村干部深入农户宣传

政策，了解实情，一户一策
建立台账，帮助解决生产生
活中的困难问题 ,按照“六
个精准”要求，抓实抓牢抓
出成效，保障困难群众稳定
脱贫。
(通讯员 王龙强 彭岩坤)

潘店镇：扎实开展“洁净扶贫”巾帼志愿服务

为提升贫困户的居住生
活环境，潘店镇开展“洁净
扶贫”巾帼志愿服务活动，
镇妇联组织单位女干部职
工、村妇女主任等组建“巾
帼志愿服务队”，到贫困户家
中开展以庭院卫生、室内卫

生为主要内容的志愿服务活
动，帮助其打扫家庭卫生、
料理家务，普及家庭卫生
常识，引导他们养成良好
的卫生习惯，形成文明健康
的生活方式。
(通讯员 王龙强 彭岩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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