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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刁良梓 本报通讯员 张书勇 盛志国

“办理大病临时救助、低保、教育补贴这些事项，都是村干部
到家里取走申报所需要的材料，由村里信息员在网上提交办理
的，俺们没跑腿，钱就打到卡上了。”8月17日上午，在邓州市白
牛镇庄子村李岩农资门市部，李岩拿出崭新的个体工商营业执
照给记者看，说等5万元免息贷款申请下来就扩大门市规模。

去年以来，邓州市在全市开展以社会治理网格化、服务群众
信息化、为民服务全程化、服务效能公开化和基层党组织评星晋
级、党员评星争优为主要内容的“四化双评”活动，许多像李岩一
样的贫困户，享受到了“四化双评”综合服务平台带来的便利。

在脱贫攻坚中，邓州市借助“四化双评”综合服务平台，建立
全市脱贫攻坚专项工作信息库，实现贫困户信息一键搜索、异地
查看、全市共享、全程监管，与贫困户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低保
申请等事项，更是实现了不用出村网上办理。下一步，党员干部
对贫困户的帮扶事项和进展情况均可实现一键查询。

邓州市委副书记王兵告诉记者，该市把扶贫工作实绩作为
党组织和党员评星的主要标准，按照“学、述、评、亮”的程序，一
季度一评，年底总评，把党组织、党员均划分为五个星级，并面向
社会公示，切实增强党组织政治引领、服务群众能力，激发了广
大干群脱贫攻坚的活力。7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本报通讯员 何京辉

“要不是双林跟艳丽，今年俺家种的西红柿怕是烂地里了。”
8月 16日上午，在武陟县圪垱店乡程伊村，村民程广保告诉记
者，前不久他种植的西红柿遇到滞销，王双林夫妇利用微信朋友
圈和社会关系帮助他，让他的3000多斤西红柿销售一空。

程广保口中的王双林是该县畜牧局驻程伊村第一书记，李
艳丽是王双林的妻子，二人被贫困户亲切地称为“扶贫夫妻”。

程伊村是该县35个省定贫困村之一，全村1320余口人，耕
地980亩，31户贫困户。2015年 9月驻村以来，王双林扑下身
子，用实际行动让贫困村悄然蝶变，他的行为也感染了自己的妻
子。

“驻村后他天天忙得不沾家，一个月也见不了几次面，就想
着能帮帮他。”除了星期天节假日来村里，今年6月中旬，李艳丽
公休假期，干脆把铺盖搬到村大队部，和丈夫共同承担起第一书
记的职责。

“那两口是我家的大恩人！”一说起王双林夫妇，54岁的老
汉程德舟老泪纵横，原来他的妻子儿子都没有户口（两人智障，
户口在外地被注销），家中只有程德舟一人享受低保，生活极其
困难。王双林和妻子得知这一情况后，先后多次向县公安局及
当地派出所反映协调，帮助二人办理了户口，一家三人都能享受
低保了。

“双林不驻村，俺家脱不了贫。”贫困户程广虎逢人便讲。
截至目前，在王双林的帮助下，村里9名贫困家庭人员走上工作
岗位，17户贫困户安装了新大门，20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暂时摆
脱了贫困。

“王双林同志驻村后，为村里办了很多实事好事。”圪垱店乡
党委书记宋治环说，村里建起了1000平方米的文化广场，新修
道路720米、路面6500多平方米，排水沟2052米；建起220平
方米的党群服务中心，村容村貌得到极大改观。

“原来以为他媳妇也是畜牧局的，后来才知道是专门到村
里，帮人家‘掌柜’的为我们服务来了。”程伊村村民说，每逢周六
周日，李艳丽都会来到村里，和丈夫入户走访，帮大家出谋划
策。用李艳丽的话讲，她想和丈夫一起帮助村民早日脱贫。

这对“扶贫夫妻”的事例是当地扶贫一线广大干部工作的一
个缩影。在脱贫攻坚工作中，武陟县确定“两订制、一兜底，因村
制宜，一户一策”工作模式。“两订制”就是对因病致贫的贫困户，
由县卫计部门订制医疗救助方案；对缺乏劳动技能的贫困户，由
县人社部门通过技能培训、就业创业援助，实现贫困户家庭脱
贫。“一兜底”就是对通过“两订制”帮扶仍不能脱贫的，由政府组
织民政、残联、扶贫办等部门落实各项保障措施，进行兜底帮扶。

此外，该县还制定了相应的考核制度，加大了对帮扶单位、
第一书记以及包户干部的考核，极大地激发了扶贫干部的工作
积极性。县委书记闫小杏说：“我们的工作目标就是决不让一个
贫困群众掉队。”7

扶贫路上夫妻同行

邓州贫困户

办低保申请不用出村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本报通讯员 陈世军 刘宏冰

“还是党的扶贫政策好哇！这下我每个月医药费总算有着
落了。”8月21日，当罗山县楠杆镇石畈村患糖尿病的贫困户胡
荣树领到村干部送上门来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轻度慢性病医疗
救助“定点就诊卡”时，喜极而泣。

这是罗山县为全县轻度慢性病贫困户再增一道生活保障线
的具体举措，全县将有7500多人从中受益。仅此一项，县财政
每年将至少增加支出1008万元。

县长汪明君告诉记者，罗山县对轻度慢性病贫困户实施医
疗救助政策，是县里为加快脱贫攻坚步伐而实施的继“先诊疗后
付费”“精神病上门鉴定”“两癌免费筛查”“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
项救助”等系列医疗扶贫政策之后的又一项重要惠民政策。

当前，大病医疗保险和重度慢性病医疗救助政策着实解决
了患者的经济负担，但是，对于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轻度慢性
病患者来说，既不能享受国家相关医疗报销救助政策，又因此长
期陷入贫困泥潭。为真正解决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三保障”中医
疗保障问题。该县经过充分调研，决定出台这一轻度慢性病医
疗救助惠民政策。

“轻度慢性病救助是我们针对贫困户这一群体专门开的‘小
灶’，患者经过医疗部门认定，在精准识别后进行精准救助，发放
专门就诊卡，凭卡可到定点医院就诊并每月就地核销相应医药
费用。”该县卫计委主任孙华铭解释说。7

罗山贫困户

可享轻度慢性病救助

□本报记者 王映 本报通讯员 张晓静 曹源

8 月 17 日，4 层共 5000 余平方米的
58到家濮阳培训基地内，学员彭和平在厨
房实操间、洗衣熨烫间等模拟现实教室，
勤学苦练着家政技能；讲师季会会正面对
数十名学员，声情并茂地示范着家政服务
中的一些小细节。与此同时，远在郑州的
翟俊瑞在雇主家忙活着家务，58到家濮阳
培训基地给她带来了巨大的改变。

政府筑巢、市场运作、资源整合、优势
互补的职业技能培训“濮阳模式”，让这3
个普通人的生活有了交集，为他们插上就
业的“翅膀”，起舞飞翔。

搭上政策“快车”

44岁的彭和平是南乐县聂吉道村的
贫困户，她是坐着县政府统一安排的大巴
来到58到家濮阳培训基地的。临上车前，
爱人又对她絮叨起来：“说是免费培训、免
费考证、免费住宿，还包教、包会、包就业，
会不会是骗人的？”彭和平笑了：“乡干部
推荐的，还能卖了俺？”

政府为职业技能培训筑巢提质，让彭
和平“大胆”迈出了人生新的一步。今年
春节刚过，58同城与濮阳市政府签署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58到家濮阳培训基地也迎
来首批学员。濮阳用免费提供培训场地、
投入300余万元升级改造硬件、市县乡村
四级联动宣传招生等得力措施，迅速帮助
基地斩获家政培训界的全国“三最”：场地
最大、硬件最好、政府扶持力度最大。

58到家在濮阳落地生根，正是该市创
新机制，不断完善“大培训”格局的生动例
证——以58到家培训基地为龙头，以濮阳
技师学院、市就业创业大学为两翼，以公
办职业院校为主导，以民办职业培训学校
为补充，县、乡、村精准扶贫培训学校和培
训点积极参与，职业技能培训“唾手可
得”。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濮阳共完成各
类培训 6.1 万人次，完成贫困人口培训
6026人次，培训后就业率超过80%。

打通需求“出口”

翟俊瑞是从58到家濮阳培训基地走出
的第一批“毕业生”。常年在工地扎钢筋的经
历，让她的皮肤变得黝黑粗糙。如今，15天
的家政培训，她整个人如同脱胎换骨一般。

培训班结束的第二天，翟俊瑞就收到
面试通知。她一直想在郑州找份工作，58
到家就整理了她的个人信息发布在郑州
的58平台上，还积极帮她寻找有意向的雇
主。成功入职后，翟俊瑞靠一技之长每月
赚到 5000多元钱工资。尝到甜头的她，
把家里的姐姐妹妹也送进了培训基地。

让城乡劳动者高质量就业，始终是濮
阳职业技能培训追求的目标。58到家因
丰富的培训资源、就业资源被濮阳市政府

“相中”，以市场为导向的“培训+就业”模
式也正成为该市职业技能培训的风向标。

国家电网、天能集团、贝英数控等规
模大、效益好的企业，成为濮阳各类职业

技能培训学校“联姻”的对象；北大青鸟集
团、上海应用技术培训中心等十余家业内
名校纷至沓来，与濮阳开展“校校合作”；

“吴越美发”“三力家政”“开创厨师”等本
地职业技能培训品牌在日益响亮的同时，
也纷纷搭建了自己的就业“网络”。

筑牢“放心”保障

在成为家政讲师之前，季会会当过不
同家政培训班的学员。在她看来，濮阳的
职业技能培训是“最让人放心的”。

每天上午和下午的开课前、放课后，
季会会都要站在教室里的摄像头下，用手
机APP为学员挨个“刷脸”签到。上课时，
摄像头将教室的实时情况传输到濮阳市
人社局的职业技能培训视频监控系统中，
成为实效、便捷、准确的录像数据。“老师
的教学质量得到保证，学生也不再将培训
当成可有可无的事情。”季会会说。

在濮阳79家定点培训机构中，实时视

频监控已实现全覆盖。1个总监控室、2个
数据终端、2个主显示屏、300个视频监管
端口、340个人脸识别签到终端……濮阳
在全省率先打造了“互联网+技能培训”监
控系统，到学校点人头的费时费力监管方
式消失了，学校的职业技能培训水平提升
了，更重要的是，套取培训补贴专项资金
的弄虚作假现象大大减少：学校申报的人
数与监控录像里的班级人数是否相符，学
员身份证号码与职业资格证书上的是否
相符，学员“刷脸”获得的学时则为职业资
格证书颁发日期造假拉上了“警戒线”。

依托互联网视频监控系统，濮阳市人
社、农业、扶贫、民政、残联、妇联等12个部
门的培训项目得以汇集，市财政按照“渠
道不乱、用途不变、市级统筹”的原则，集
中管理调度各有关部门培训资金，统一安
排使用，进一步为城乡劳动者参与培训、
实现就业奠定了良好基础。

“培训一人、就业一人、致富一家”，在
濮阳，这个理想正变为现实。7

□本报记者 李林

随着近日第一批智能分类垃圾箱进
入郑州居民小区，“垃圾分类”话题再次引
起人们的关注——垃圾分类收集之后，能
否实现分类处理？

今年3月底，正在大力建设国家中心
城市的郑州，成为全国46个率先实施生活
垃圾强制分类的城市之一。面对这一契
机，郑州如何将垃圾分类进行到底？

垃圾分类收集跨入智能时代

8月17日一早，家住郑州市纬一路12
号院的韩女士，下楼准备上班时随手提起
两袋垃圾，走到小区新添置的垃圾箱前，
拿出智能卡扫描，“咔啪”“咔啪”两声，箱
子自动打开，她分别将垃圾投入“餐余垃

圾箱”和“可回收垃圾箱”内。
“从今年开始，郑州市在部分居民小

区投放智能分类垃圾箱，计划到年底前在
金水区、郑东新区分别选定10个垃圾分类
试点小区，郑州航空港区、经开区、高新
区、中原区、管城区、二七区、惠济区等分
别选定 5 个试点小区。按照每个小区
2000户居民计算，垃圾分类收集将覆盖超
过10万个家庭。”郑州市城管局市容环卫
管理处处长薛芳礼说。

垃圾分类如何进行到底

据介绍，智能分类垃圾箱共分4种，分
别用于收集餐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
垃圾和其他垃圾。那么在分类收集后又
将怎样处理呢？是否能够保证将分类进
行到底呢？

“城市生活垃圾最终将完成从收集到
处理或再利用的全程分类。”薛芳礼说，
郑州市正在进行这方面的有益尝试和探
索，目前从已分类的小区运送出的垃圾有
4种处理方式，餐余垃圾由专业设备处理；
对可回收垃圾，政府采用购买社会化服务
的方式由专业部门进行细分再利用；有害
垃圾由环保部门负责处理；其他垃圾按照
现有正常程序进行填埋或焚烧发电。

统计显示，目前郑州市日产城市生活
垃圾5500吨至 6000吨，主要由侯寨垃圾
填埋场和荥阳焚烧发电厂进行“消化”。未
来在中牟、新郑和荥阳南还将新建和投用3
座垃圾处理厂，日“消化”能力可超万吨。

“互联网+”让分类处理智能化

“垃圾分类有助于环境保护和资源再

利用，政府倡导了好多年，推行实施还需
要更多细致、现代化的方式方法，吸引公
众共同参与其中。”市民孙先生一直关注
垃圾分类，他认为郑州启用智能化分类垃
圾箱是一个开端，可借鉴他山之石运用大
数据把垃圾分类做得更精细彻底。

目前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地已经
陆续启动运行“互联网+”为平台的垃圾分
类处理。“郑州市的目标也是要将城市生
活垃圾分类处理智能化，投用智能化分类
垃圾箱就是前期硬件配备的一个重要环
节。”薛芳礼说。

据了解，按照计划到 2020年郑州实
行垃圾分类收集的小区将达到 95%。郑
州市有关部门已计划投用一套“互联网+”
垃圾分类处理软件，届时通过手机就可以
随时监控到垃圾分类从收集到运输再到
销毁或者再利用的全过程。7

首批智能分类垃圾箱亮相郑州引发关注——

怎样将垃圾分类进行到底

□本报记者 杨晓东

8月 21日，在鹤壁市山城区石林镇中
石林村王江涛家里，喜人的石榴压满枝头，
葡萄藤爬上屋檐，小小的院落生机盎然。

看到记者，王江涛从轮椅上努力撑持着，
颤巍巍站了起来，在颈托的固定下，他的头无
法扭动，只能僵直着最大限度地笑着。

这是一个突遭厄运一度陷入绝望的年轻
人，其命运因一份真心实意的牵挂而改变。

厄运让他陷入绝望

今年31岁的王江涛，2012年被诊断出
患有先天性颅底凹陷，随着病情发展，他本
来健康壮实的体格，因脑部积水压迫神经，
下半身逐步趋于瘫痪状态，如果任由病情
发展，等待他的将是植物人的结局。

“江涛很机灵，打小就活泼好动，爱说
爱笑，在村儿里非常招人喜欢，”王江涛的
父亲说，“咋也没想到得了这种病，他思想
上接受不了，不要说出门见人，在家都闷
着声不说话。”

“刚开始家里劝我再走一家（指改
嫁），我舍不得江涛，也舍不得这俩孩儿”，

王江涛的妻子抹着眼泪告诉记者，俩人有
一儿一女，家庭幸福美满。突如其来的噩
耗让他们陷入无尽的悲痛和绝望。“郑州、新
乡的医院都跑了一遍，但这种病比较罕见，
没有几家医院能看。”妻子说，听说光是手术
的费用就要二三十万元，还不能保证手术成
功。这对这个家庭来说实在无力负担。

“咱不治吧，江涛！”家里人劝他。
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王江涛想到自

己的下半生，将要日复一日在床上度过，家
人和孩子还要被自己拖累，绝望中他多次
想到了死。

一次走访带来转机

今年3月，在脱贫攻坚工作过程中，山
城区委书记常玉轩分包中石林村，王江涛一
家是他联系的3户贫困户中的一家。在走
访入户的过程中，他详细了解了王江涛的病
情。“还是要想办法治病，现在有全国扶贫的
良好机遇，有就医报销的好政策，有先进的
医疗条件和技术，一定可以帮到你们！”他叮
嘱江涛家人，不要放弃。此后，常玉轩的脑
海中总是浮现着王江涛孱弱的病体。

“要实实在在地帮助一个人、一个家

庭，这也正是党中央精准扶贫的要义所
在。”常玉轩说。他托付区民政局的有关
负责同志，帮助王江涛打听医院。但一段
时间之后，事情并无进展。王江涛这种
病，手术风险太大，没有医院愿意接收。

王江涛的病情成了常玉轩的一块“心
病”，不管工作多忙，只要有机会，他总是
打听有没有合适的医院。

转机终于来了。今年6月，常玉轩到
中央党校参加培训学习。其间，他多方打
听，了解到北京积水潭医院有治疗这种病
的技术。于是，他想方设法，求助同学、朋
友，终于帮助王江涛联系到医院的专家。
拿着辗转数道推荐过来的介绍信，积水潭
医院的专家们被常玉轩的执着感动了，
同意为王江涛实施手术，并想方设法为他
制定出最“省钱”的治疗方案。

生命之花再次绽放

“人食五谷，孰能无病！疾病落到自己
身上，既是不幸，也是对身体和意志的考
验！”“现在医疗条件好了，党的政策也好
了，我们共同努力，一定能够战胜病魔恢复
健康。”“要有信心用勤劳的双手创造自己

美好的人生，建设幸福的家庭！”在和王江
涛来往的短信中，常玉轩总是鼓励他。

“常书记，感恩激动的心一直不能平静
下来，感谢您一次次掏心窝的话语，让我重
新燃起生活下去的信心，您和党就是我的
再生父母！”在短信中，王江涛回复到。

7月26日，3名专家共同为王江涛实施
手术，时间长达6个多小时，创造了积水潭
医院骨科手术难度最大、费用最低、效果较
好的案例。手术结束后，常玉轩利用课余时
间，来到王江涛的病床前，看望他，并语重心
长地讲述了张海迪等很多身残志坚者的例
子，尤其结合实际讲述了当前党的扶贫政
策，鼓励王江涛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

山城区民政局驻中石林村第一书记李
良告诉记者，王江涛这次手术，纳入新农合
报销之后，还剩下五六万块钱需要自己承
担。常玉轩得知情况后，自己首先拿出3000
元钱作为捐款，山城区其他干部纷纷解囊，共
捐资一万多元，区残联也帮忙筹措了近两万
元，王江涛家只需负担不到两万元钱。

“我康复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申
请入党！”王江涛说，“这是我人生第二次
生命的开始，我要靠自己的能力多做点
事，回报社会，回报党！”7

生命之花再次绽放

濮阳开启“培训一人、就业一人、致富一家”模式

培训，为就业插上“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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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从基层来

各地传真

一个突遭厄运陷入绝望的年轻人，一户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贫困户，他们的命运因扶贫干部一
份真心实意的牵挂而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