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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阳：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64

长葛市后河镇
“三三三”扶贫模式巩固脱贫成果

□本报记者杨青

迟到的锦旗

本报讯 (记者宋广军)7月31日，记

者从长葛市后河镇了解到，近年来，后河

镇以促农民增收、巩固脱贫成果为目标，

通过走好三步路、布好三张网、抓好三条

线“三三三”扶贫模式助力脱贫攻坚。

走好三步路，确保脱贫兜底模式

准。后河镇通过入户走访，明确“都兜

谁”；通过部门献策，解决“兜什么”；通

过集中研判，解决“怎么兜”。

后河镇充分发挥各级网格作用，各村

级网格由攻坚组长带领村“两委”干部及

帮扶责任人，对全村未脱贫户逐户逐人进

行实地走访研判，精准研判出兜底对象。

后河镇扶贫办联合民政所、残联、敬老院、

中心校、卫生院等部门，组成专班实地考

察评估养老机构、赡养人、抚（扶）养人兜

底能力，并初步分析研判政策与兜底户的

适用情况。后河镇党委搭台，组织市扶贫

办业务骨干、镇村扶贫干部对兜底工作逐

村逐户分析研判，现场解答各村帮扶工作

难题。通过三步走精准研判，全镇未脱贫

68户123人中，确定正常脱贫44人，居家

养老42人（其中学生13人），集中兜底37

人（入住精神病院5人，重度残疾人托养中

心7人，敬老院25人）。

布好挂牌督战网、检查督查网、集中

研判网三张网，确保问题整改效果好。

为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该

镇研究制订了“脱贫攻坚挂牌督战工作

实施方案”，压实工作责任。抽调15名

业务能力强的帮扶责任人成立明白人

专班，每周检查3~4个村，逐村过筛子，

汇总发现问题，反馈给各村，限时整

改。同时由镇纪委、办公室组成“回头

看”工作专班，利用每周六“督导日”对

问题整改情况进行督导通报。

抓好集体经济发展线、带贫企业增

收线、公益岗位保障线三条线，确保产

业就业质量高。

后河镇积极探索集体经济+贫困户

模式，帮助贫困群众长期稳定增收。烧

盆宋村蔬菜大棚吸纳6户贫困户通过小

额贷形式联合承包大棚，每季度每户可

获得收益500元，吸纳3名贫困户进行

弹性务工，每天每人可获得50元收入。

建立森源高强电瓷、四达电力、亚丰电

器三个企业带贫基地，吸纳15名有劳动

能力的贫困群众就业。

今年以来，后河镇还全面铺开了

“一元钱工程”，设置背街小巷保洁岗位

129个，安排有劳动能力贫困户17人，

边缘户3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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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以来，许昌市建安区积极创新

脱贫攻坚工作机制，通过机制创新撬动脱

贫攻坚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全区贫困

人口由33554人降至1258人，贫困发生率

由 4.08%降至 0.21%；全区 32 个建档立卡

贫困村全部摘帽，村村实施了产业扶贫项

目，2018年、2019年连续两年在全省脱贫

攻坚年度考核中位居“好”的等次，稳居许

昌市第一。

“331”工作机制让扶贫档卡更精准。

为精准识别贫困人口，建安区创新实施了

“331”工作机制，即坚持“三个面对面”：信

息采集面对面、收入算账面对面、商定帮

扶措施面对面，全面盘清了贫困底数；每

月编制“三个报告”：精准识别分类报告、

帮扶项目推进报告、扶贫政策落实进展报

告，确保帮扶项目进展有序、政策全面落

地落实；建立“一个清单”：行业扶贫政策

受益清单，确保贫困群众对扶贫政策应享

尽享。这一机制的建立和落实，确保了贫

困户档卡资料精准、帮扶措施精准、政策

落实精准。

贫困户“ABC”三类管理机制让帮扶

对象更精准。为确保精准施策，建安区

根据贫困人口实际情况和致贫原因，将

全区未脱贫人员分为ABC三类：A类: 有

劳动能力有生活能力的贫困户；B类: 没

有劳动能力但有生活能力的贫困户；C

类: 没有劳动能力也没有生活能力的贫

困户，建立区、乡、村三级管理台账，分类

分户制订帮扶计划，因户因人实施精准

帮扶。目前，全区三类人群都得到了精

准帮扶。

“一研一编一兜”机制让脱贫举措更

有效。为确保贫困户如期脱贫，建安区在

全区实施“一研一编一兜”工作机制。“一

研”：即研判解决问题，区、乡、村三级定期

召开联席研判会，对边缘户、脱贫监测户、

信访户以及脱贫攻坚工作推进中存在的

各种问题，实行三级研判，及时解决各种

政策落实问题。“一编”：即编岗解决就业，

各乡镇以社区工厂、扶贫基地、家庭农场

等为依托设置就业岗位，把每个村有劳动

能力的A类人员全部编到就业岗位上，确

保A类贫困户有稳定就业岗位和持续增

收渠道。“一兜”：即兜底解决保障，针对需

集中兜底人群，通过建设卫生院、福利院、

敬老院、精神病院、重度残疾人集中康复

中心，把他们集中到这里供养或治疗。

区、乡两级先后投入资金5000万元，对12

个乡镇敬老院进行了改造提升，目前，入

住特困供养人员616人。

“一协议三明白三评议”机制让兜底

工作更阳光。今年，建安区探索实施“一协

议三明白三评议”工作机制，公开确定居家

兜底贫困群众。一协议，即签订一份由赡养

人、贫困户（被赡养人）、村“两委”、帮扶责任

人共同参与的“四方协议”，明确四方人员责

任和义务，确保贫困老年人赡养有保障。三

明白，即建立三个明白卡，收入明白卡、消费

明白卡、义务明白卡，确保贫困老年人赡养

“账”“责”明白；三评议，即开展三方面评议，

一评议确定赡养人，二评议赡养履职尽责情

况，三评议激发赡养积极性，确保了贫困老

年人居家养老工作阳光透明。

“四讲三说一家亲”机制让干群关系

更紧密。为全面提升群众的满意度和获

得感，建安区在323个村开展“四讲三说

一家亲”座谈交流活动。“四讲”，脱贫攻坚

责任组组长讲政策；帮扶责任人讲帮扶工

作和措施；村支部书记讲村集体经济发展

和扶贫项目建设；第一书记讲驻村工作开

展情况。“三说”，贫困户一说党和国家的

好政策都哪些，享受的各项扶贫政策都哪

些，帮扶干部怎么帮扶的；二说还有哪些

扶贫政策没有享受到，对帮扶工作还有哪

些意见和建议，下一步生活怎么打算；三

说还有哪些群众生活更困难，哪些人还需

要扶持。全区 4111 名扶贫干部齐上阵，

为贫困群众讲政策，听贫困群众诉求，帮

助贫困群众解决问题。目前，全区共举办

“四讲三说一家亲”活动1500 余场次，群

众的满意度不断提升。

下一步，建安区将持续落实已经形成

的脱贫攻坚工作机制，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

工作成效，提升脱贫攻坚工作质量，打好打

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小康路上不落下一个群

众，圆满完成脱贫任务，实现完美收官。

眼下正是洋葱丰收的季节，但偃师

市大口镇韩村村民邵霞一家却是满脸愁

容。

洋葱滞销，菜农犯愁。因为今年天

气有利，洋葱喜获丰收，但受疫情影响，

销售成了一大难题。大口镇韩村村民邵

霞一家收获的7万斤“希望之果”，如今却

成了“烫手山芋”。

据了解，邵霞与老伴儿共种植洋葱

4.5亩，在他们的精心管理下，产量高达7

万斤，每颗洋葱的重量在8两到2斤之

间，个大、脆甜，格外喜人。经过收割、剪

须、分类、装袋后的洋葱，怕日晒怕雨淋，

成了老两口的心病。

包村干部陈鹏飞了解到邵霞一家的

难处后，通过发布微信朋友圈、抖音等途

径多方联系买家，已累计帮助销售洋葱

超过8000斤。

目前，仍有 6万斤洋葱销售困难，

如果您想购买洋葱，可以和邵霞联

系。

爱心热线：13525418203

“连法院判决都没能解决的事，今天

终于得到圆满化解，感谢镇村干部尽心尽

力调解，卸下了我肩上的担子，也了却了

我哥这么多年的心愿！”7月28日，修武县

城关镇秦厂村村民赵小有激动地说。

事情要从1992年说起，秦厂村在集

体规划宅基地时，将一处宅基地规划给赵

小有的哥哥赵国英，并颁发土地使用证。

但是，该宅基地上有村民赵蜡花的5间房

屋，导致赵国英和赵蜡花形成纠纷，赵国

英无法行使该宅基地的使用权。

在之后将近20年的时间里，赵国英不断

上访、诉讼，市、县两级法院下达的判决、裁

定就多达9次，有关部门也积极跟当事人沟

通，但双方都不肯让步，矛盾反而更加激

化。随着赵国英和赵蜡花都到外地定居且

日渐年迈，两人委托各自亲属继续僵持此

事，赵国英将此事委托给了弟弟赵小有。

通过对这起矛盾纠纷的再次梳理研

判，城关镇决定集中力量组成联合攻坚小

组，由镇信访办牵头，矛调中心、司法所、

派出所和村主要干部共同参与，一鼓作

气，攻克积案。

7月6日，镇里派出的调解人员再次登

上开往濮阳的列车，找到赵腊花的家，在大

家的耐心劝导下，赵腊花终于被工作人员锲

而不舍的执着精神感动，同意和解纠纷。从

濮阳回来，调解人员不顾旅途劳顿，立即和

赵小有沟通，劝其抓住最佳和解机会。

7月16日，双方委托代理人在城关司

法所签订了调解协议，赵国英支付3万元

补偿赵腊花，赵腊花搬离老房交出宅基地，

28年的宿怨在这一刻得到了彻底和解。

几天前，赵小有还特意送了一面锦旗到

城关镇政府机关大院，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开展2020年执法证换证专业
法律知识考试

为提升执法队伍的法律综合素

质，近日，泌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组

织全体人员进行专业法律知识考

试。此次考试重点是《食品安全法》

《药品管理法》《产品质量法》《广告

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常用的专业

法律法规。 （徐洪涛）

鱼水之缘建军情 军民团结庆
八一

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3

周年，郑州市北林路街道退役军人服

务站近日在文雅社区召开“忆峥嵘岁

月 庆建军93周年”八一座谈会, 并

以此次座谈会为契机在全辖区营造

尊崇、关爱退役军人的良好社会风

尚！ (王移华)

国网正阳县供电公司：强化安全
督查助力迎峰度夏

为严守安全生产底线，进一步加

强防汛和迎峰度夏期间的电力生产

作业风险管控。连日来，国网正阳县

供电公司从保障安全生产的各个环

节入手，把风险体系的思想应用到安

全监督全过程，以乡镇供电所为监督

对象，以基建城农网施工、涉电公共

安全为监督重点，组织安全监察人员

采取“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

报、不用陪同、直奔基层、直插现场”

的方式开展督导工作。重点针对供

电所的规章制度执行、工作流程规

范、安全活动记录、隐患缺陷台账、两

票执行、消防管理、车辆以及安全工

器具管理是否规范，账、卡、物是否一

致，日常领用登记、维护记录是否齐

全，是否能够按期试验，定期维护等

逐条逐项检查。下一步，正阳县供电

公司将继续在深入检查、集中整治的

基础上，结合各项工作要求，做到检

查发现问题总结分析，固化工作措

施，形成长效机制，进一步夯实安全

生产基础，确保夏季及汛期的安全生

产持续稳定。 （李宏宇陈建政）

本报讯（见习记者刘亚鑫通讯员

贺洪强薛成立）7月30日上午，在原阳

县葛埠口乡南村村委会，一位中年人拉

着驻村干部迭攀的手，激动地说：“可找

到你了，真是太感谢了……”并送上一

面绣有“舍己救人、品德高尚”的锦旗。

事情还得从11个月前说起。

2019年8月底的一天，原阳县葛埠

口乡北村一组村民杨晨雨突感腹痛，当

时其已怀孕6个月，到南村的一个诊所

就诊，医生初步诊断是宫内出血，建议

他们到县级医院治疗。小两口走出诊

所几十米，杨晨雨就宫内出血瘫倒在

地，情况十分危急。这时，县卫健委驻

葛埠口乡南村干部迭攀去乡政府办事

正好经过，他连忙下车询问情况。由于

120救护车赶到还需要一定时间，迭攀

就和在县中心医院妇产科工作的妻子

联系，让医院提前做好抢救准备，把病

人送到医院，安排妥当后他就悄悄离开

了。因为抢救及时，杨晨雨转危为安。

由于当时匆忙，小两口也没来得及问好

心人的姓名。

几天前，在外打工的杨晨雨夫妇

几经周折，听说去年搭救他们的好心

人是县卫健委驻南村扶贫干部，就委

托父亲李连强送去一面锦旗，并当面

致谢。

据河南省商务厅监测，7月份全省

粮、油、肉、蛋、菜、水产品等生活必需品

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稳中有涨。

猪肉价格震荡攀升，7月份全省鲜

猪肉零售均价为51.64元/公斤，较上月

上涨4.26%。生猪存栏仍在恢复之中，

市场供应依然偏紧，但高肉价也将对消

费形成抑制。预计后期猪肉价格仍将呈

高位震荡、波动上行态势。

鸡蛋价格涨幅明显，7月份全省鸡蛋零

售均价为 6.81 元/公斤，较上月上涨

11.27%；白条鸡零售均价为17.29元/公斤，

较上月上涨1.89%。近期鸡蛋价格涨幅较

大，其主要原因：一是夏季高温湿热天气，

蛋鸡生产处于歇伏期，产蛋率下降；二是

年初以来蛋价持续低迷，养殖户亏损严

重，蛋鸡淘汰加快；三是近期暴雨强对流

极端天气频繁，南方出现洪涝灾害，对鸡

蛋储存及运输也造成了一定影响。8月

底中小学校陆续开学，食品企业开启中

秋备货，鸡蛋消费逐步进入旺季。预计

后期鸡蛋价格易涨难跌。

蔬菜价格先降后涨，7月份全省蔬

菜零售均价为5.09元/公斤，较上月上

涨6.05%。8月份蔬菜生产进入“伏缺

期”，供应相对减少。预计后期蔬菜价格

将呈波动上行态势。

水产品价格小幅上涨，7月份全省

水产品零售均价为36.85元/公斤，较上

月 上 涨 1.24 % ，较 上 年 同 期 下 降

5.17%。8月随着气温、水温上升，淡水

鱼发病率较高，运输、销售中损耗加大，

预计后期水产品价格仍有上涨的可能。

水果价格低位徘徊，7月份全省水

果零售均价为10.38元/公斤，较上月下

降5.64 %，较上年同期下降1.67%。进

入8月份，各类水果依旧处于集中上市

阶段，秋季早熟品种也将陆续上市，市场

供应依然充足，品种丰富，预计后期水果

价格仍将在现有价位窄幅波动。

8月1日，尉氏县张市镇边岗村扶贫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社员在管理大棚种植的哈密瓜。近年来，该合作社采取“党支部+合作社+

村民+贫困户”的模式，流转土地320余亩发展哈密瓜、葡萄等瓜果大棚，实施“强弱联姻、以强带弱”的帮扶措施，带动26户贫困户脱

贫致富。本报记者杨远高通讯员李新义摄

聚焦精准帮扶 创新工作机制

着力提升脱贫攻坚成效
□中共许昌市建安区委书记邵七一

修武县城关镇
28年宅基地纠纷终化解

□本报记者冯佳志通讯员范燕彬

近期鸡蛋水产品价格仍有上涨可能

偃师市 6万斤洋葱销售困难寻买主
□本报记者黄红立

福彩之声
扶老 助残 救孤 济困

客服电话：9618958 www.henanfucai.com

今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
年，如期实现目标任务仍有许多硬仗要打，新冠肺炎疫情又增加了难度。习近平总
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向全党全社会发出了脱贫攻
坚总攻动员令，吹响了脱贫攻坚总攻冲锋号。

因“扶贫”而生，“济困”为发行宗旨的中国福利彩票，通过发行销售福利彩票筹
集而来的福彩公益金，是我国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的重要资金来源，
也成为国家扶贫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

自1987年福利彩票开始发行至2019年12月31日，全国累计销售福利彩票
22109.64亿元，筹集公益金6568.65亿元。中央集中的彩票公益金在社保基金会、中
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民政部和体育总局之间分别按60%、30%、5%和5%的比例分
配。在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生活贫困的老年群体、残疾群体、孤儿留守儿童以及
特殊困难群众，都是福彩公益金重点资助群体，也是福利彩票心系惦念的对象。

在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方面
2020年7月17日，财政部、民政部发布《关于下达2020年中央集中彩票公益

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专项资金预算的通知》（财社〔2020〕65号），紧紧围绕老年人、
残疾人、儿童、困难群体以及“三区三州”等贫困地区下达了2020年中央集中彩票
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专项资金92323万元。其中，支持老年人福利项目
37568万元；支持残疾人福利项目10401万元；支持儿童福利项目27244万元；支
持社会公益项目3373万元；用于“三区三州”和罗霄山片区专项倾斜13737万元。
这是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决策部署，2020年继续对“三
区三州”等贫困地区给予专项倾斜，由有关省（自治区）分解下达至“三区三州”等贫
困地区。

在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方面
2018年，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印发了《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贫困革命老区

脱贫攻坚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18〕21号，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了中央专项彩票公益
金支持贫困革命老区脱贫攻坚资金的使用与管理，促进和提升资金的使用效益。

贫困革命老区，是指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中的

革命老区县，以及山东沂蒙革命老区和广东、福建原中央苏区中的省级扶贫开发工
作重点县。2020年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向贫困程度深、
脱贫任务重的革命老区县倾斜，资金预算206000万元，加大力度支持“三区三州”
内的革命老区县和仍未脱贫摘帽的深度贫困革命老区县，支持中西部深度贫困革
命老区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量多、巩固脱贫成果任务重的革命老区县。

在民政部本级彩票公益金方面
根据民政部彩票公益金使用情况最新数据显示，民政部2019年彩票公益金预

算额度为386900万元，其中，补助地方项目资金共计385301万元，占民政部2019
年彩票公益金总额度的99.6%；民政部本级项目预算金额1599万元，占民政部
2019年彩票公益金总额度的0.4%。

补助地方项目资金的385301万元，分别用于支持老年人福利类、残疾人福利
类、儿童福利类、社会公益类项目以及“三区三州”等专项倾斜资金。每一项资金救
助都密切关注着贫困群体的切实需要。

民政部本级彩票公益金项目资金1599万元，用于6个项目，其中，“福康工程”
“明天计划”“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夕阳红”救助服务项目都是福彩公益金惠
及困难群体的重点资助项目。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2020年，扶贫攻坚各项工作到了最后关头，任
务繁重复杂，又遭遇新中国历史上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
新冠肺炎疫情，两种困难叠加，工作的难度攀升，其艰巨性不言而喻。

尽锐出战、攻坚克难，危难之时、困难之际，中国福利彩票承载着拳拳爱心，福
彩公益金送去的是殷殷希望。一颗颗富足精神的火种播撒在神州大地，“积极向
上、脱贫摘帽”是每个贫困户最质朴的愿景。福彩公益金织密织牢的“扶贫”网，焐
热了群众的心，鼓足了脱贫的劲！

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是一项对中华民族、对人类都具有重大意义的伟业，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中国福利彩票将以昂扬的斗志、
坚定的决心、饱满的干劲，全力以赴、只争朝夕，助力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国福彩）

焐热群众的心，鼓足脱贫的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