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人带头 带富乡邻

3月14日，正阳县傅寨乡罗春花（左二）在向村民讲解电子元件线路连接技术。罗春

花的丈夫患重病丧失劳动能力，2017年她家被评定为贫困户。在正阳县财政局驻村队员

的帮扶下，在外务工的罗春花回乡创办了务工服务站，与深圳一家电子厂合作，让100多名留

守妇女在家门口成了产业工人，每人每月增收2000元。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贺永明摄

3月11日，商水县舒庄乡大朱庄村“返乡创业标兵”周连华为新员工指导毛绒玩具加工

技术。周连华返乡后在乡人大、工商联的帮助下创办了骏升毛绒玩具厂，吸收80名年轻妇

女和贫困人员就业，其中12名贫困人员实现脱贫致富。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员乔连军摄

正阳县农民罗春花

创办务工服务站变身致富带头人

商水县农民周连华

创办毛绒玩具厂成“返乡创业标兵”

3月15日，宜阳县香鹿山镇赵老屯村村民在播种蒲公英。为帮助干旱缺水、望天收的山区群众增加收入，近年来，该镇党委、镇政府积极

引导农民大力发展花椒和中药材，其中已种植柴胡、丹参、红花、蒲公英等中药材2万亩，亩均纯收入4000余元。本报记者杨远高摄

宜阳县香鹿山镇种植中药材 亩收4000元

本报讯 （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袁征
牛学亮）为加快脱贫攻坚步伐，提升贫困

户的“精气神”，安阳县人社局在帮扶村

瓦店乡杨奇村开展了“脱贫立志、星级创

建”活动，3月14日从44户贫困户中评选

出19名三星贫困户对他们进行授牌、颁

奖。

杨奇村的44户贫困户多数为因病致

贫，根据安阳县推行的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和医疗保险“五重保障”政策，44户81

人实现应参尽参，应保尽保。同时，安阳

县人社局帮该村注册成立杨奇家政有限

公司，提高该村发展集体经济的能力。

目前，该村有50多人签订了灵活就业合

同，其中贫困户11户。县人社局还通过

“企业+贫困户”模式开展精准扶贫工作，

帮助村里蘑菇厂申请了3年免息贷款，解

燃眉之急，并且和蘑菇厂达成协议，让企

业教贫困户种植技术，与贫困户签订种

植管理合同，“企业+贫困户”共赢。

与此同时，还开展了“脱贫立志、星

级创建”活动，最高评为五星，最低评为

一星，对当年度获得三星级以上的贫困

户进行奖励：除发放荣誉奖牌外，三星级

奖励200元，四星级奖励500元，五星级

奖励1000元。在“五星激励”机制的带

动下，贫困户从“要我脱贫”转变为“我要

脱贫”，争当五星模范。村民们见贤思

齐，杨奇村营造出人人参与脱贫、人人支

持脱贫、人人争先脱贫的良好氛围。

安阳县

“五星激励”照耀脱贫路

扶 贫 一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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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汤阴县古贤镇后路村采访中

了解到的几件扶贫新鲜事，感受到了这里

因地制宜，科学施策开展脱贫攻坚工作的

扎实与成效。

贫困户给贫困户发钱

3月15日，该县后路村建档立卡贫困

户周具平家里热热闹闹，原来，今天是周

具平给其他贫困户发钱的日子。

61岁的周具平，4级残疾，老伴儿患

有糖尿病，常年卧病在床，老两口每年仅

靠低保金和4亩田维持生活，2016年被纳

入贫困户。2017年3月，汤阴县市场监管

局驻村工作队队员王志亮了解到周具平

早年种过菜且脱贫愿望强烈，帮其贷4万

元启动资金，同时在技术和销售上给予指

导，周具平一家苦尽甘来，仅2017年上半

年樱桃、西红柿种植，纯利润达3万余

元。2018年又扩种3亩，忙不过来的他致

富不忘本，聘请同村贫困户侯继叶、王树

英等5人帮忙，日薪50元，年户均增收

8000余元，就这样，每月10日前固定给

工人发工资。同时优先收购贫困户家的

农家粪，仅此一项，户均增收200余元。

在他的带动下，该村村民程国清搞起露天

蔬菜种植，带动贫困户10多户；李四清也

建起规模鸡场，带动贫困户5户……

破烂王勇闯一片天

“收废品了，收废品了！”一年来，李克

贵每天都骑着三轮车在附近村里转悠，善

良的村民知道其家庭状况且童叟无欺，废

品基本上都给他收购。

李克贵、李艳雨父子二人均患长期慢

性病，儿媳妇还要照顾两个幼小的孩子不

能外出务工。2017年3月，在汤阴县市场

监管局驻村第一书记张鹏飞的帮助下，李

艳雨到县城钢厂务工，李克贵也走上了村

公益性岗位。“脱贫先立志，致富靠自己！”

李克贵坦诚地说，在帮其享受光伏和艾草

分红的基础上，他又买了一辆三轮车，开始

走街串巷收购废品，每天风里来雨里去，被

村民戏称为“破烂王”。李克贵说：“收废

品、合作社分红，再加上儿子务工，一年有

3万多元收入，家里生活条件改善了很

多。”该村像李克贵这样靠收废品脱贫的还

有元四儿和李州青二人，平时他们互通信

息，每星期一清仓，结伴致富奔小康。

壮汉足不出户把钱赚

每天准时接送儿子上下学，其他时间

坐在电脑前查信息、接订单，这是近两年

来该村贫困户周小明的生活常态。

38岁的周小明，正值青壮年，其同龄

人一般都外出打工，而他却“不务正业”，

让妻子在“外”务工挣钱，自己则每天躲在

家里“享清福”。原来他患股骨头坏死，其

爱人也没收入，汤阴县市场监管局帮扶队

员吴娜了解情况后，介绍其妻到附近工厂

就业，月工资2000元左右，同时帮周小明

拉了网线，并手把手教他上网操作，在各

大银行和保险公司理财平台上推广信息，

接收订单，每月也会有1000多元的进

账。该村像周小明这样网上致富的贫困

户还有周小超和靳一曼二人，虽然做的工

种不一样，但平均每月也有1000多元收

入，加上家人务工收入，“不出村来不出

乡，季季都把万元户来当”不再是梦想。

本报讯 （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马伏
娴）近日，唐河县苍台镇种植大户郭学升

忙碌在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做好麦田间

管理，帮助解决生产中遇到的实际问

题。郭学升是苍台镇人大代表，平日里，

他不仅利用自己的种植技术优势，对本

村贫困户进行技术指导，还帮助贫困户

栽种栀子，鼓励贫困户到合作社务工，为

近20名贫困户提供了增收平台。

像郭学升一样，苍台镇县、镇两级人

大代表立足各自行业岗位特点，助力脱

贫攻坚。机关代表在政策指导、产业规

划、项目资金等方面最大限度地为贫困

户提供帮助；事业单位代表在就医、上

学、技能培训、技术指导等方面为贫困户

积极提供帮助；企业代表在消化农村劳

动力、销售农产品、解决帮扶资金缺口等

方面为贫困户提供帮助；农村代表在带

头致富的前提下，尽力帮助身边贫困群

众发展优势特色产业共同致富。

人大代表们还针对有农业产业发展

基础的贫困户，联系邀请农技人员指导

产业发展，帮助解决农产品销售问题，做

贫困户的“引路人”；针对有富余劳动力

的贫困户，积极帮助联系吸纳就业，做贫

困户的“搭桥人”；针对贫困户在生产、生

活、住房安全、子女上学、医疗救助等方

面的实际困难和愿望，在力所能及的范

围内，做贫困户的“圆梦人”；针对存在

“等靠要”思想观念和存在陋习陋俗的贫

困户，做好政策和文明新风宣传引导，转

变贫困户观念，改造贫困户陋习陋俗，做

贫困户的“带头人”。

唐河县

发挥人大代表作用 精准助力脱贫攻坚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乔新
强）“镇扶贫办主任于斐斐，为了全身心

扑在工作上，一个人带着当时年仅4岁的

女儿，从婆家磙子营乡谭庄村搬回到了

娘家张良镇营西村居住，这一住就是两

年多。”3月7日，说起鲁山县张良镇扶贫

办主任于斐斐工作中的辛勤付出，该镇

主抓扶贫工作的女副书记李晓飒也红了

眼圈。

于斐斐今年30多岁，她工作认真负

责，兢兢业业，对扶贫业务知识和全镇扶

贫工作底子清、思路清晰，被镇机关的同

志戏称为“移动硬盘”“扶贫专家”。由于

扶贫工作繁忙，加班加点干活儿成了她

的家常便饭，早出晚归成了她的工作常

态。

于斐斐的婆家在鲁山县磙子营乡谭

庄村，离张良镇有7公里，骑电动车需要

40多分钟。而她的娘家张良镇营西村离

单位不足1.2公里，骑电动车三五分钟就

到了。为了能腾出大量时间用于扶贫工

作，2016年底，于斐斐考虑再三，毅然决

定带着年幼的女儿回娘家生活。“这其实

也很对不住俺老公的，但没办法，谁叫咱

干的是扶贫工作呢。”说起如今和老公聚

少离多的生活，于斐斐也很内疚。

“每天一大早于斐斐就上班去了，孩

子还没睡醒，中午基本没回来吃过饭。

晚上老是半夜才回来，孩子都是哭着喊

着自己就先睡着了。虽然孩子跟着她，

其实她也没多少时间照顾。”孩子的外婆

谷某很是无奈地说。

由于工作踏实认真、成绩突出，于斐

斐在2018年度被鲁山县委、县政府树立

为“扶贫标兵”，并获得了“河南省脱贫攻

坚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本报讯（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季玮
赵华）进入范县陆集乡丁沙窝村，一排排

昂扬向上的果树映入眼帘。“我们村通过

招商引资和建立合作社的模式，投资

160万元成立了占地550亩的丁沙窝林

果种植规划基地，主要种植桃树、梨树，

预计年销售额能达到440万元，带动

108户贫困户增收，现在周边8个村都

在跟我们搞种植。”3月13日，范县黄河

河务局驻丁沙窝村第一书记张德明在他

的试验田上，满怀着收获的期望。

丁同勇是丁沙窝村贫困户，现年32

岁的他患有尿毒症，“之前没有地方干活

儿，看病都没有钱，现在在这儿干活儿，

一个月能挣1200元，感觉这日子又能过

下去了。”像丁同勇这样通过在种植基地

务工提高收入的不在少数，黄河滩区上

种下的一棵棵果树也是他们期盼已久的

“脱贫梦”。

“丁沙窝林果种植规划基地是该县

在脱贫攻坚一线涌现出的典型特色种植

助力脱贫攻坚项目。”范县林业局负责人

说，该县出台了《范县特色种植奖补办法》，

集中连片200亩以上，按每亩500元的标

准给予奖补，连补三年，对全县林业特色

种植进行规划、整合，使该县林业特色种

植向集约化、规模化、标准化发展，目前，

该县共发展林业特色种植5598亩。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杨国
栋）“俺通过大病二次报销又报了1.5万

多元，生活压力减轻了很多。”3月11日，

在宝丰县行政服务中心大病二次报销窗

口，该县前营乡小连庄村村民朱辉高兴

地说。

从今年1月1日起，宝丰县开始实

行大病二次报销政策，朱辉是该项政策

的首个受益者。今年37岁的朱辉在大

年初一突发急性胰腺炎，被紧急送到医

院治疗。2月26日，朱辉出院，住院期间

花费18.5518万元，其中基本医疗保障

内费用 16.5605 万元，出院时报销了

14.1362万元，按大病二次报销政策又

报销了1.5644万元。

据宝丰县副县长申红霞介绍，

2018年，该县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比例

高达56%。为有效解决这个问题，县里

决定设立大病二次报销专项基金，为全

县52万名群众再上一道医疗保障线。

据了解，宝丰县财政出资2000万元

建立了大病二次报销专项基金，保障对象

为2019年在该县参保的城乡居民和城镇

职工。根据规定，城乡居民和城镇职工在

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大病补充保险、

中原农险等各项医疗保险报销后，再享受

大病二次报销。大病二次报销由基金管

理公司按照报销顺序，对剩余合规费用按

照50%的比例给予报销。

“根据测算，病人在原来报销的基础

上，通过大病二次报销，保障内的实际补

偿比可以增加20%左右，减轻了患者的负

担，可以有效减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

发生。”该县医保中心主任李建伟说。

范县

发展林业特色种植5598亩

宝丰县

大病二次报销防因病致贫返贫

本报讯 （记者冯刘克 通讯员蒋士
勋）3月12日，由荥阳市委宣传部指导，郑

州星海影视文化传媒公司投资拍摄，反映

中国脱贫攻坚时代背景的电影《小石头下

乡记》获中宣部电影局审核批准，在全国

院线公映。

影片以荥阳市汜水镇东河南村作为主

要取景点，讲述主人公小石头勇挑第一书记

重担，带领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故事，情节

一波三折，画面温暖人心。影片反映了脱贫

攻坚这一伟大时代背景，展示了各级党委、

政府不忘初心，让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生活的

不懈追求，体现了广大基层扶贫干部勇于担

当、敢于奉献、舍小家顾大家的公仆情怀。

近年来，荥阳坚持扶贫与扶志、扶智相

结合，坚持精神扶贫与物质扶贫同步进行，聚

焦贫困群众的能力养成和自我发展潜力培

养，变“输血”为“造血”，在改变贫困人口生产

生活条件的同时，帮助贫困户牢固树立“幸福

是奋斗出来”的正确观念，促进贫困群众树立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自强自立、自力更生的

观念和理念，坚定敢脱贫、敢致富的勇气和

信心，增强能致富、会致富的能力和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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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阴县 小村扶贫新鲜事
□本报记者秦名芳通讯员李建昌

荥阳扶贫电影《小石
头下乡记》全国公映

鲁山县张良镇扶贫办主任于斐斐

搬回娘家两年多 全是为了工作

本报讯（记者黄华通讯员余其中牛
齐瑞）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近年来，作为全

省脱贫攻坚任务较重的12个非贫困县之

一的西平县，坚持把增加贫困群众收入作

为脱贫攻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凝心聚

力、瞄准靶心，不断探索创新扶贫模式，努

力打造贫困群众稳定脱贫的“新引擎”。

发展产业增收。目前，西平县实现到

户增收项目全覆盖，其中2018年新覆盖贫

困户7611户17677人。同时，建成20个

重点产业扶贫基地，带动贫困户1525户

3553人；建成集体扶贫工厂23个，资产纳

入村集体经济，吸纳就业 573人；投资

1180万元，采取注入优质企业分红的方

式，实现了贫困村集体经济发展全覆盖。丰

源牧业依托养猪产业，采取“政府+保险金

融+龙头企业+合作社”模式，帮带盆尧、师

灵等5个乡镇26个行政村876户2134名

贫困人口，每户每年增收600～2000元。

就业创业增收。该县举办电商、科

技、技能等培训班45期，培训各类群众

5539人；组织各类招聘会6场，提供就业

岗位3200余个，转移就业5616人；设置

保安员、护林员、河道管理员等12类公益

岗位，安排就业2779人。

电商扶贫增收。该县大力发展电子

商务，推进电商扶贫，建立天猫优品服务

站20个，覆盖贫困村3个。专探乡发展网

店近200家。同时，该县加大金融扶贫增

收力度，2018年发放金融扶贫小额信贷

15244万元，累计发放金融扶贫小额信贷

35612万元，帮扶带动贫困户7136户。

“志智双扶”增收。该县抓住被定为

全国社会心理服务试点县的机遇，坚持扶

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通过开展社会心

理服务助力“志智双扶”活动，教育引导贫

困群众主动唤醒脱贫意识、改变依赖思

想、明确致富目标、寻找致富路子。

据了解，2018年，该县实现24个贫困

村出列、2272户6331人脱贫，超额完成了

市下达的目标任务。2018年，该县农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长8.8%，贫困村农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全县平均水平。

西平县
创新扶贫模式
打造脱贫“新引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