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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乐陵

5月25日，胡家街道办事处
孙皮村脱贫户王伟美在乐陵市
俊杰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大棚
里采摘甜瓜。

胡家街道积极探索“党支部
+合作社+贫困户”的发展模式，
整合扶贫资金，与乐陵市俊杰蔬
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合作，投资
300万元，流转孙皮、尚家村土地
200亩，发展大棚甜瓜、西红柿种
植，农民以入股、土地流转、务工
等方式得到红利，带动8户建档
立卡贫困户脱贫增收。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梦晴 通讯员 王丽娇 摄
影报道

本报德州5月25日讯(记者
李梦晴 通讯员 贾琼) 连日来，
为了让困难群众度过一个舒爽、清
凉的夏天，郭家街道组织包村干部
开展洁净扶贫活动，重点把辖区内
残疾人、空巢老人、特困家庭户当
作重点服务对象，帮助贫困户打扫
院内卫生，整理厨房垃圾，收拾房
屋被褥，把干净带给贫困户。

郭家街道完成“多村一社区”
的合并后，以大社区为单位，社区
定期组织人员到贫困户家里帮助
打扫卫生，每个大社区都设有一
名扶贫委员，专门负责社区内贫
困户的生活情况。与此同时，按月
开展“三有三净”评比活动，家庭
卫生环境长期较好的贫困户被评
为生活文明奖，环境明显改善的
贫困户被评为文明进步奖，对于
被评奖的贫困户给予一定的物质
奖励，提高各户整理家居环境的
积极性，实现真正的院内干净，房
屋干净，个人干净。

本报德州5月25日讯(记者
马志勇 通讯员 通讯员
贾鹏 李洋) “今天饭菜不

错，最近身体怎么样？您在这
儿住的还习惯吗？”近日中午，
乐陵市杨安镇党委书记蔡文
峰又来到贫困户吴荣池家中
唠起了家常，看到吴荣池午饭
吃的酸菜鱼和香椿鸡蛋，蔡文
峰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这是蔡
文峰第3次饭时走进贫困户家
中摸底调查。

党委书记为何饭时常常
走进贫困户家中？原来，该镇
在全力解决好“两不愁三保
障”突出问题的同时，要求做
到贫困户老人经常要吃到肉、
蛋和新鲜蔬菜，蔡文峰时常饭
时出现在贫困户家中，就是看
其是否做到了这些。

杨安镇有329户贫困户。
“对贫困户的关怀既要用心又
要细心，这样才能把好事办
实。”蔡文峰经常这样要求全
镇干部。为确保“两不愁三保
障”落实处，杨安镇深入开展
镇村书记精准扶贫遍访行动，
镇党委书记带头进村入户“拉
家常”，并根据贫困户反映的
实际问题，通过研究协调、精
准施策，确保全面小康路上不
漏一户、不落一人。“我们对于
遍访中发现的新问题，因人制
宜，分类施策。”蔡文峰说，对
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我们联
系劳务输出公司，帮助其就
业；对缺技术少门路的，引导
他们参加公益岗位，每月可增
加收入400元；对不愿外出务
工的，劝导其端正思想认识，

激活脱贫内生动力……
董占友是杨安镇省定重点

贫困村前董村的贫困户。以前，
董占友家仅靠1亩7分薄地糊
口，日子过得紧巴巴。这两
年，通过镇里的产业扶贫项
目分红虽然有660元，但生活
仍然拮据。蔡文峰通过走访

“唠家常”鼓励董占友报名参
加扶贫公益岗位，成为一名
养老护，每天帮助生活不能
自理的老人们干活一小时，
每年收入可达4300多元，董
占友不仅顺利脱贫，还保障了
家庭的稳定收入。

自遍访行动开展以来，杨
安镇党委书记蔡文峰、人大主
席石洪梅和扶贫干部纷纷走
进贫困户家中，查看吃住及饮
水情况，与贫困户唠家常，了

解其身体状况、收入来源、生
产生活情况，准确掌握贫困户
住房、就业、医疗等方面的需
求和存在的困难，镇扶贫站分
门别类登记造册，按照一户一
档标准，拉出问题清单，制定
切实可行的帮扶措施，提高帮
扶成效，做实做细贫困户“两
不愁、三保障”。到目前，通过
走访摸底为贫困户修缮更换
门窗6套，危房改造17户，安装
自来水46户，开发新增扶贫岗
位12个，推荐务工就业18人。

“在这次进村入户遍访活
动中，我们要做到该访的贫困
村、贫困户不仅要走访到，还
要经常去访，掌握第一手资
料，摸清底数，吃透民情，这样
才能真正地发现问题、整改问
题。”蔡文峰说。

郭家街道

洁净扶贫提升

贫困户幸福指数

党委书记饭时常进贫困户家中
乐陵杨安镇落实“两不愁三保障”用心细心

胡家街道

贫困户喜摘丰收果

本报德州5月25日讯(记者
李梦晴 通讯员 潘丙亮)
5月25日，西段乡木头王村

村民李秀梅正在村卫生院打
扫卫生。今年54岁的李秀梅是
本村人，因丈夫王大华患烟雾
病丧失劳动能力，需要人照
顾，李秀梅无法外出打工，故
成为贫困户。“去年我抱着试
一试的心态报名村卫生院的
扶贫专岗，参加了培训，并顺
利通过考核，现在村里卫生院
做一些保洁工作。”李秀梅高
兴地说，“每天固定工作1小

时，每月有372元的稳定收入，
同时也能照顾丈夫，感觉日子
比过去敞亮多了。”

西段乡多渠道开发各种
扶贫就业岗位，公益性岗位、
辅助性岗位和临时性岗位相
结合，通过“精准滴灌”多点发
力推进就业扶贫，帮助贫困群
众依靠自身力量增收脱贫。

西段乡把农村垃圾处理、
保洁工作和扶贫工作相结合，
选聘人员从建档立卡贫困户中
按照自愿原则产生。让有劳动
意愿但劳动能力较弱，和有其

他原因不能外出务工的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为深度贫困的“老
幼病残孕”群众提供日常照料、
就医护理等有偿服务，既让上
岗人员就近就业脱贫，又使深
度贫困群众同步解困。目前，该
乡已设立31个扶贫专岗。

张梁社区张店村的曲俊
兰也是扶贫专岗的受益人，她
就是通过“互选”方式上岗的。
曲俊兰今年51岁，丈夫去世，
带着两个儿子生活，2016年被
划为贫困户。2017年以来，成为

“互助养老护理员”，照顾村里

83岁的贫困户孙金省老人的生
活起居。“每天都来孙大娘这看
看，帮忙做做饭，买点东西，打
扫卫生，没事就一起说说话，做
做手工，相互鼓劲，感觉日子可
有奔头了。”曲俊兰说。

“互助扶贫专岗既能帮助
贫困人员就业获得稳定收入
实现脱贫，又通过贫困人员在
岗工作互助帮扶了其他‘老幼
病残孕’贫困人口，让双方在
交流中相互激发脱贫积极性，
确保扶贫成效最大化。”西段
乡党委书记李浩说。

西段乡：一个扶贫专岗温暖一个家庭

本报德州5月25日讯(记者
马志勇 通讯员 徐含笑) 缝完
一圈，再套一个盘，一圈24针，一手
旋转，一手穿引……近日，记者走
进德州乐陵市铁营镇张王官村看
到，妇女们正忙着加工扇贝养殖
笼，大家干劲十足、车间里笑声不
断，一派热闹的景象。

“车间建在家门口，挣钱就在
村里头，真正让贫困群众实现了
顾家挣钱“两不误”的脱贫梦！”说
起扶贫车间，铁营镇的贫困群众
都会竖起大拇指。而这只是铁营
镇就业促脱贫的一个缩影。据了
解，在脱贫攻坚中，该镇充分发挥

“镇园合一、产业新城”优势，千方
百计地拓宽就业渠道，可以让更
多的贫困人口在家门口实现就
业，按下就业扶贫的“快捷键”。

一直以来，铁营镇坚持把打
赢脱贫攻坚战作为重大政治任
务，立足高标准、严要求，注重瞄
准施策“精度”、强化工作“力度”、
提升扶贫“温度”，高质量推动脱
贫攻坚走深走实。

铁营镇贫困户

实现家门口进厂下企

本报德州5月25日讯(记者
李梦晴 通讯员 宋园园)

“搬进新楼房后，我有了自
己的房间，大家还为我送来学
习用的桌椅，真的太感谢了。”
5月19日，西城社会事务协调
服务中心潘家村贫困生郝笑
感动。

今年13岁的郝笑是潘家
村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
父亲去世，母亲智障没有劳动

能力，母女俩一直靠政府补贴
生活，家庭十分困难。精准扶
贫工作开展以来，西城社会
事务协调服务中心了解情况
后，开展“一对一”结对帮扶
活动，通过助学、捐款、办理
低保，保障了母女俩人的正
常生活，唯独房屋破旧是一
个大问题。因为潘家村已经
纳入全市棚户区改造计划，
不能进行危房改造，帮扶责

任人只能通过转移安置、租
房解决住房问题。

2020年是决战脱贫攻坚
的最后一年，西城社会事务协
调服务中心致力在棚户区改
造过程中，时刻关注贫困户
利益，以求提高质效打好脱
贫攻坚战。他们坚持“选最
好 的 地 块 、制 最 优 惠 的 政
策、建最好的房子”的惠民
方针，顺利完成潘家村拆迁安

置任务，潘家村 3户 8名贫困
群众和郝笑一样顺利脱贫，
都搬进了新楼房。截至目前，
通过棚户区改造，西城社会
事务协调服务中心15户32名
贫困群众摆脱贫困。棚改后，
西城社会事务协调服务中心
根据贫困户实际家庭情况，
继续为符合条件的贫困人员
落实帮扶措施，确保达到长
期稳固脱贫。

西城社会事务协调服务中心：棚改助力脱贫攻坚

本报德州5月25日讯(记者 李
梦晴 通讯员 姚型鲁) 5月25
日，乐陵市寨头堡乡盖家村扶贫车
间，帆布机的工作声不绝于耳，20
多个工人正在有条不紊的忙碌着。

在人群中记者看到了一个特
殊的人，她双腿残疾，却工作娴
熟，从不间歇。她就是建档立卡贫
困户张娜，因为身体残疾，孩子正
在上学，还要照看年迈的老人，造
成生活困难，2016年被识别为建
档立卡贫困户，进行重点帮扶。

据悉，盖家村是省定贫困村，
有贫困户17户，30人。为了解决贫
困户就近就地就业，实现脱贫致
富，在乡党委政府的倡议下，该村
因地制宜，利用扶贫资金，在闲置
土地上建设“就业扶贫车间”，生
产加工帆布产品，让贫困劳动力
变身产业工人。如今，该村已建成
3个扶贫车间，1000余平，吸纳当地
劳动力57余名，其中建档立卡扶
贫户8名，每人每月收入3000余元。

“脱贫攻坚需要‘输血’，更需
要‘造血’，我们大力推进扶贫车
间建设，走出一条促进贫困劳动
力在家门口就业、实现脱贫增收
的新路子。”寨头堡乡党委书记李
付刚介绍说。

寨头堡乡“小车间”

稳住脱贫“大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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