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丘县“订单”蔬菜获丰收
日前，沈丘县周营乡马营村无公害大棚基地的“订单”蔬菜喜获丰收。去年以来，该村党支部牵头实施“党支部+合作社+贫困

户”的一体化发展模式，根据市场需求发展“订单式”无公害大棚蔬菜种植，带动当地农民脱贫致富。图为12月6日当地菜农正在

收获蔬菜。 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员谢辛凌摄

12月6日，郏县薛店镇唐村唐

丙乾的院里传出了久违的笑声。61

岁的唐丙乾是名退伍军人，患有多

种疾病，因常年看病、吃药，欠了一

身债。早些年，他妻子受不了生活

的压力离家出走。妻子的离去让唐

丙乾备受打击，精神一蹶不振。

现在，唐丙乾一改往日的邋遢

形象，理了头发，换上了干净的衣

服，人比以前精神多了，院里也整洁

干净了。

谈起老唐的变化，离不开脱贫

攻坚驻村干部、郏县城市管理局职

工陈建强。

唐丙乾是陈建强的帮扶联系

户。今年夏天，陈建强在对贫困户

的走访中发现，唐丙乾家中小院内

杂草丛生、垃圾遍地，三间低矮的瓦

房是用土坯堆砌的老房子，遇到连

阴雨时外边大下、屋内小下。陈建

强暗下决心，要想办法帮助老唐。

陈建强从改变老唐家的卫生状

况开始，帮助他清理了院内的垃圾

和杂草。他又和老唐唠家常、谈心

里话，老唐回忆起青年时参军的事

儿，话也慢慢多了起来，脸上愁容也

舒展开来。陈建强鼓励他树立起生

活的信心。

看到老唐很少赶集买菜，一天

中午，陈建强给老唐家送去了一些

菜。看到可口的饭菜，唐丙乾11岁

的儿子吃得津津有味，直说好吃。

看到儿子开心，老唐也露出了久违

的笑容，荒凉的小院里有了欢声笑

语。老唐说：“多少年了，我觉得日

子没法过。现在有了您的帮扶，为

了孩子，我也要好好振作起来。”

陈建强了解了政府对退伍军人

的优抚政策，帮助老唐填报了有关申

请材料。在驻村工作组及村“两委”的

共同努力下，唐丙乾领到了每月500

元的参战退伍军人补助，老唐的孩子

在学校也享受到了“两免一补”优惠

政策和生活补贴。根据老唐的实际

情况，陈建强还为他申请了低保。

一项项扶贫优惠政策的落实，

对老唐来说就是一件件不期而遇的

喜事。人逢喜事精神爽，老唐精神

头儿好了，不吃药病也轻了许多，他

见人就说：“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

驻村的好干部。”

欢声笑语再现农家院
□本报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王自行徐晓红

今年以来，省民政厅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扶贫攻坚“五个一批”和省委、省政府脱

贫攻坚的部署要求，立足民政系统职能，突

出民生重点，强化救助措施，从最低生活保

障、特困人员供养、医疗救助、临时救助等方

面精准发力，推进社会救助与脱贫攻坚有效

衔接，争取省以上救助保障资金145亿元，

进一步织密、筑牢兜底保障网，救助保障了

1000多万困难群众。

民政系统在脱贫攻坚“五个一批”中，承

担着“社会保障兜底一批”的兜底脱贫任

务。在省委、省政府“两办”出台的“转、扶、

搬、保、救”五个方案中，河南省民政厅牵头

起草了《河南省社会保障脱贫实施方案》、

《河南省特殊救助脱贫实施方案》。为落实

好这两个方案，该厅专门下发了《河南省脱

贫攻坚民政行业兜底保障专项行动方案》，

指导全省民政兜底保障工作。目前全省初

步形成了以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

受灾人员救助、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

助、就业救助、临时救助为主体，以社会力量

救助为补充的社会救助制度体系，普遍建立

了“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的社会救助工作机

制。河南省连续5年将城乡低保提标等社会

救助工作纳入重点民生实事和绩效考核范

围。

民政厅社会救助处董辉处长告诉记者，

在打赢精准扶贫这场硬仗中，民政部门将持

续发挥“兜底”作用，把民政扶贫工作落到实

处、落到小处、落到细处。

1. 实现农村低保制度与扶贫
衔接

低保兜底是对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家

庭、无法通过产业扶持和就业帮扶实现脱贫

的贫困户等符合保障条件的对象纳入低保

范围。省民政厅会同省扶贫办联合下发了

《河南省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扶贫开发

政策有效衔接的实施方案》、《关于规范档卡

过程中做好贫困人口识别工作的通知》，要

求民政部门会同扶贫部门积极推进农村低

保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的有效衔接，完善了

农村低保、特困供养、残疾人补贴、减灾救灾

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实现了特困供养、残疾

人救助、困境儿童保障政策与低保、扶贫政

策的全面衔接。经过全省各级民政部门的

积极努力，2017年全省既是建档立卡贫困户

又是农村低保对象、特困人员的总数达到了

171.8万人，比2016年底增加91.8万人，增

幅114%，农村低保、特困人员救助政策兜底

作用凸显；有40.6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户纳入

农村低保、7.3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户纳入特

困人员兜底保障范围，较好地实现了“应扶

尽扶、应保尽保”。

2.加大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与
扶贫衔接

结合扶贫，民政部门对年满60岁无劳

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抚养义务

人或者其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的城

乡老年人、残疾人以及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

人，予以救助供养，并提高了供养标准。

省民政厅着力筹措资金，提升群众救助

保障水平。城市低保标准从2016年每人每

月400元提高到2017年的每人每月430元；

农村低保标准从2016年每人每年2960元

提高到2017年的每人每年3150元，惠及80

万城市低保对象和320万农村低保对象。

农村特困人员集中供养标准从2016年每人

每年 4000 元提高到 2017 年的每人每年

4595元；分散供养标准从每人每年3000元

提高到2017年的每人每年3595元，惠及52

万农村特困人员。集中供养孤儿基本养育

标准，每人每年由12000元提高到13200

元；分散供养孤儿基本养育标准，每人每年

由7200元提高到8400元，惠及近4万名孤

儿。民政部门还建立了残疾人生活补贴和

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全省63万困难残疾人

享受到了每人每月60元的生活补贴，77万

重度残疾人享受到了每人每月60元的护理

补贴。截至今年9月底，全省共发放残疾人

两项补贴资金7.6亿元，惠及140万残疾人。

省民政厅坚持“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的福彩公益金使用宗旨，今年投入中央和省

级福彩公益金4.3亿元，重点用于农村困境

儿童、特困残疾人、特困老年人等兜底保障

民生项目；累计投入5608万元，用于支持全

省安置收养特困人员的敬老院建设。今年

全省已投入2000多万元,建成了示范性“儿

童之家”552个，建立了一支1.6万多人的基

层儿童福利督导员、儿童福利主任队伍，在

覆盖市、县、乡、村的四级儿童福利服务体系

建设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在全省建立了县、

乡、村双拥优抚对象三级服务网络，开展“送

温暖、送政策、送帮扶”活动，今年以来各地

投入1.2亿元，走访慰问重点优抚对象47.8

万人，及时解决了8.9万名优抚对象生活难、

医疗难、住房难问题，赢得广大优抚对象的

赞许。

3.加强医疗救助制度与扶贫
衔接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是贫困地区比较

普遍的现象，针对这种情况，民政部门对患

病且无能力支付医疗费用的农村低保对象、

特困供养人员、低收入家庭老年人、未成年

人、重度残疾人、重病患者和其他特殊困难

人员给予医疗救助。

省民政厅同省扶贫办、省人社厅等部门

联合出台医疗救助、困难群众大病补充保

险、大病专项救治等6个规范性文件，牵头制

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医疗救助与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困难群众大病补

充保险有效衔接的通知》，在全额资助52万

特困人员参保、资助320万农村低保对象每

人不低于30元参保的基础上，积极向民政部

汇报争取，扩大医疗救助范围，资助410万

建档立卡贫困户每人不低于30元参保，建档

立卡贫困户享受到报销比例不低于70%的

住院救助，提高了重特大疾病报销比例和限

额，完善了困难群众医疗保障体系，有力地

缓解了贫困人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

截至9月底,今年全省共支出7.7亿元医疗救

助资金，门诊救助6.5万人、住院救助56.2万

人，其中重特大疾病救助5.2万人，为解决困

难群众医疗难题发挥了最后一道防线作用。

4.加强临时救助制度与扶贫
衔接

省民政厅认真贯彻落实省政府《关于全

面实施临时救助制度的意见》，充分发挥临

时救助制度托底功能，对遭遇突发事件、意

外伤害、重大疾病或其他特殊原因导致基本

生活陷入困境，其他社会救助制度暂时无法

覆盖或救助之后基本生活暂时仍有严重困

难的家庭或个人，予以应急性、过渡性救助。

截至9月底，今年全省支出临时救助资金1.7

亿元，临时救助22.4万人次，救助水平每人次

742.9元。另外，因灾导致的贫困群众也得到

了救助。2017年已救助因灾生活困难群众

167万人次，全面如期完成我省因灾倒损房

屋需政府帮建的4293户新房、需政府修复的

5455户住房的恢复重建任务。同时，该厅积

极贯彻今年9月1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

起草了《关于全面开展“救急难”工作的通

知》，积极推进“救急难”综合试点工作，着力

解决困难群众的个案性急难问题，形成了政

府托底和社会参与相结合的强大合力。

5.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
脱贫攻坚衔接

省民政厅积极引导、支持社会组织、慈

善组织、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组织助力脱贫

攻坚。全省慈善类社会组织有280家，成为

参与脱贫攻坚的重要力量。省慈善总会

2017年筹集慈善款物总价值10.84亿元，已

发放10.39亿元，救助、帮扶困难群众10.2万

人次。

“联系三家帮扶单位的负责人，咱们去

帮扶村看看。”渑池县委常委、纪委书记郭占

忠对办公室张主任说。

11月28日上午10点，沿着蜿蜒的乡村

公路，该县农业局、中原银行渑池支行和

县纪委的有关领导陆续来到了分包的坡

头乡不召寨村，乡党委书记陈建君和村党

支部书记史明朝把大家迎到村委会办公

室。

“史支书，咱这个村依靠花椒产业已顺

利脱贫，下一步，您有啥打算？”大家落座后，

郭占忠首先打开了话匣子。

史明朝信心满满地说：“这几年，在驻村

帮扶单位的帮助下，2016年底，咱村通过发

展花椒产业顺利实现整村脱贫。群众尝到

了甜头，今年，村里的地大多都种花椒了。

下一步，我们打算依托新建的花椒交易市

场，发展花椒深加工项目，通过深加工，带动

群众共同致富。”

县农业局局长张希保接过话茬说：

“作为中原花椒第一村，我们不能满足现

状，必须在花椒产业上下足功夫。想做好

深加工，得尽快注册商标，做我们自己的

品牌！咱这个不召寨村文化遗址是国家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申请商标得另换

名字！”

“是啊，我们前期以村名申请，上面没

批，后来改为‘豫椒香’品牌，前一段刚顺利

通过注册。接着，我们准备打上我们的商

标，做自己的包装。”史明朝说。

“这个好办，这两天我就给你协调。”陈

建君说，“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发展电子商

务，让我们的花椒从线下走到线上，源源不

断地投放市场。”

“电子商务可以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

方式。一方面，带领村民到外地学经验；另

一方面，请省内外一些农业院校的专家教授

来村，现场规划，确保花椒产业几何式增

长！”郭占忠对张希保说。

郭占忠接着说：“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

大报告中提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县委杨书记多次叮嘱，各地要因村制宜，依

靠发展特色产业带动群众脱贫致富。我们

村要通过花椒深加工，实现农户入股分红，

在增加集体收入的同时，实现小农户与现代

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

陈建君高兴地说：“有你们的支持，我们

这个村发展的后劲就更足了。接下来，我们

想方设法争取上级扶贫项目，建好省级美丽

乡村，让不召寨来个‘华丽转身’。”

“资金方面，我们积极争取市行支持，优

先用于扶贫增收。”中原银行渑池支行行长

魏敬伟说。

“无论是重大项目还是扶贫专项资金，

必须用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绝不能随意挥

霍！”郭占忠对县纪委分管扶贫监督的党风

政风室负责人说，“不光咱们这个村，全县其

他的扶贫专项资金都要管好、用好，谁胆敢

从群众手中‘夺食’，我们就要一查到底，绝

不姑息。对典型案例要及时通报，以案促

改。”

你一言，我一语，大家共同谋划着不召

寨村的增收致富新思路。窗外尽管有些寒

冷，但室内不时传出爽朗的笑声。

不知不觉，已经接近晌午，史支书想留

大家吃个便饭，被大家婉言谢绝。

一场特殊的山村发展研讨会
□贺晓鹏

河南省民政厅

落实兜底责任 给力精准扶贫
□本报记者孙玮通讯员黄培灵赵刘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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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现场

12月5日，在商水县袁老乡腰庄村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工人们正忙着采收

有机花菜。在精准扶贫工作中，该县鼓励农民种植有机蔬菜，亩均收入在万元以

上。据菜农介绍，由于有机蔬菜无公害、质量好，备受市场欢迎，远销北京、广东

等地，成为当地农民增收的好门路。 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员刘飞摄

“俺今年种植白花蛇草10亩，

收入达3万多元。另外的5亩土地，

以每亩每年1200元的价格流转给

了花木种植合作社。作为中药材合

作社社员，俺每天在合作社务工收

入最低50元。按照贫困户人均年

纯收入的脱贫目标，俺今年前10个

月就轻松摘帽了。”12月5日，汝南

县常兴镇大申庄村贫困户张华说。

眼下，在常兴镇像张华一样即

将摘帽的贫困户有400余人。这是

该镇充分挖掘自身优势，引导贫困

户依靠土地流转收租金、入股企社

分利金、入社务工挣薪金“三金”脱

贫摘帽的一个缩影。

常兴镇现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1048户3037人，今年拟脱贫贫困

户126户485人。为实现贫困户如

期脱贫，镇党委、镇政府依托花木、

中药材大镇的产业优势，采取多种

形式，大力培育“三金”贫困户，让贫

困户轻松脱贫致富。

土地流转收租金。该镇采取转

包、出租、互换、转让、入股、“协会+

农户”等方式帮助贫困户流转承包

地，大幅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产出效

益。王集村三红紫薇合作社本着互

惠互利的原则，以每亩每年1200元

的入股价格流转72户贫困户土地

280亩，贫困户入股后每年分红土

地股金每亩达1800元。

入股企社分利金。该镇大力推

广户贷企用、分贷统还等模式，将贫

困户的金融支持资金以入股形式投

入到龙头企业或新型经营主体，双

方签订分红协议，保证贫困户年分

红不低于1200元。春英面业有限

公司是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吸纳贫困户贷款资金80万元，让贫

困户参与企业发展，年户均分红不

少于500元。

入社务工挣薪金。依托花生种

植大镇的优势，在全镇25个村建立

了28个花生米精选场，每人每天务

工收入最低50元。大申庄村白花

蛇草专业合作社年收购本镇农户中

药材200余吨，安排贫困户就业50

多人，人年均收入达1万多元。

12月6日，鲁山县张官营镇营北

村村民杜玲玲拉着该县美伦饰品商

贸有限公司总经理程建军的手连声

道谢。程建军在各村巡回进行技术

培训时，发现贫困户杜玲玲拄着双拐

行走不便，便热心帮她在自家设立了

小饰品加工集散点，帮助她实现顾家

赚钱两不误，现在每月收入 3000 余

元。

今年以来，张官营镇将“巧媳妇”

工程与扶贫攻坚工作有机融合，创新

扶贫模式，着力打造了以饰品加工、服

装加工、玫瑰种植等为特色的三个“巧

媳妇工程”基地，有效解决了“三留

守”问题，帮助一大批留守妇女在家门

口增收脱贫。

目前，张官营镇美伦饰品、玺发制

衣和玫瑰种植基地以入股分红等形式

帮助393户贫困户稳定脱贫，共吸纳

3000余名妇女就业，它们均被鲁山县

妇联授予“巧媳妇工程”基地，被定为

鲁山县精准扶贫就业基地，其中美伦

饰品商贸有限公司和玺发制衣有限公

司还被省、市妇联授予“巧媳妇创业就

业工程”扶贫示范基地。

鲁山县张官营镇

三个“巧媳妇”基地
吸纳3000余妇女就业
□本报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王永安盛彩虹

汝南县常兴镇

“三金”助贫困户轻松摘帽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杨明华

“一分钱不用投就能享受分红，

以前哪敢想这样的事儿啊？希望俺

们的扶贫产业能越来越好。”1２月5

日，在民权县褚庙乡褚北村举行的

产业扶贫项目分红仪式上，62岁的

贫困户秦学禄喜滋滋地说。

在这次产业扶贫项目分红仪式

上，褚北村共有64户贫困户分别获

得了440元的大棚蔬菜种植产业扶

贫项目分红。为了让贫困户尽快脱

贫致富，褚北村在扶贫攻坚中通过

土地流转大力发展产业扶贫项目，

注重因地制宜，结合贫困户的自身

情况和发展意愿，发展大棚蔬菜种

植，新建蔬菜大棚64座。对于没有

劳动能力的家庭成员多为老弱病残

的贫困户，该村通过让贫困户用大

棚所有权入股的形式参与分红，同

时还可以到大棚里打工，每月能领

到1500元工资。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建设现代农业，

调整农业结构，促进农村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这样的扶贫,使贫困

户变成了股东。扶贫对象可以参与

分红,扶贫收益长期化,贫困户的抗

市场风险能力也得到了增强,真正

实现了从‘输血’转变为‘造血’。”褚

庙乡负责人说。

（周长桥薛寒）

民权县褚庙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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