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兜底保障担负着脱贫攻坚的底线任务，也是解决贫中之贫、困中之困、艰中
之艰的最后防线。做好兜底保障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做好这项工作的关
键是：细致细致再细致，精准精准再精准，同时要透明公开。要把老、幼、病、残
等特殊困难群体的情况摸透，根据具体情况精准施策。要公平合理，决不能搞
“人情保”“关系保”。兜底保障，不漏一人。这是目标，更是要求！

编者的话

12月12日，寒气逼人，冷风刺骨，而

台前县黄河滩区居民迁建县城安置区内

却暖流涌动，其乐融融，滩区居民集中搬

迁启动仪式在这里隆重举行，刚搬进县

城安置区新家的滩区农民，喜气洋洋，开

启了新的城市生活。

“好政策连着好日子，让俺不仅脱贫

致富了，还转眼变成了城里人。这辈子

真是做梦也没想到啊！”清水河乡铁庙村

脱贫户李井发感慨道。

在党的扶贫政策支持下，李井发承

包了60多亩果园，种植蟠桃、蜜梨等优

质品种，有了稳定的收入；李井发的爱人

张改平被吸纳到村里的扶贫车间加工服

装，月收入2000多元。

听说从滩区搬到县城来住，李井发

率先报了名。这次分房，他一家四口分

到一套120㎡的新房。李井发还特意给

父母要了一套60㎡的新房。“瞧瞧这里，

附近有学校、医院、服装厂、超市，出门就

是宽阔的公路，方便得很！这不，俺准备

在附近的服装厂干老本行，孩子这就转

到县城来上学。”张改平说着，脸上笑开

了花。

“赶上好时候啦，以前咱都没敢想

过能从滩区搬出来，更别提能进县城

啦！”马楼镇西尚岭村王秋莲老人动情

地说。前不久，马楼镇组织滩区群众选

房、领钥匙后，王秋莲和村里的群众隔

三差五就会到县城安置区看新房。

如今看到多年梦寐以求的愿望实现

了，王秋莲心里有说不尽的喜悦。“光怕

是在做梦，在自己身上使劲拧了拧，确是

真的。”王秋莲的一席话，引得大家哈哈

大笑起来。

据该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供的数

据显示，仪式启动当天，共有260多户群

众告别滩区，搬进安置区新家，圆了期盼

已久的“安居梦”。

“有女不嫁黄河滩”曾是这里群众

抹不去的痛。台前县是黄河出豫最后

一个县，所辖黄河河道总长62公里，处

于黄河低滩区“豆腐腰”地段，且黄河水

少沙多，泥沙又集中淤积在河槽中，形

成槽高滩低的“二级悬河”。高耸的黄

河大堤如同一条延绵不绝的屏障，将富

裕挡在外面，把贫穷禁锢在堤内，集中

连片的贫困区成为全面小康、乡村振兴

的短板和洼地。“每到黄河大汛，庄稼绝

收、房倒屋塌、家当全无，‘三年攒钱、三

年垫台、三年盖房、三年还账’，因房致

贫、因房返贫现象尤为突出，让滩区人

民饱受艰辛。”忆及过去，西尚岭村老党

员闫庆科心有余悸。

“脱贫攻坚的丰硕成果，为滩区搬迁

奠定了坚实基础。”县长王俊海胸有成竹

地说。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台前县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

论述，按照上级部署要求，以不把贫困的

帽子扔到黄河里，就把自己扔到黄河里

的决心和气概，举全县之力，聚全民之

智，“转扶搬保救，光电教金险”，多措并

举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确保如期实现了

高质量脱贫摘帽，全县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62750人已全部脱贫，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从2014年的6408元增至

2020年的11370元。

“让搬迁群众无后顾之忧，才是打好

打赢这次攻坚战的关键。台前县坚持将

滩区迁建与乡村振兴、持续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统筹谋划，实现安居与富民同步推进、

生态与产业同步发展，真正让黄河滩成

为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花果

滩、幸福滩，以滩区居民迁建的扎实成效

向建党100周年献礼！”濮阳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台前县委书记常奇民满怀希

望地说。

□本报记者 段宝生 通讯员 王为峰

“俺儿子和儿媳妇智力都有问题，康

进力对他们一家人多方照顾，让他们拿到

了好几样补贴金。这会儿天冷了，他又给

俺孙女送来了棉衣，真得好好感谢他呀。”

12月12日，虞城县镇里堌乡汪厂行政村

丁瓦房村老太太丁张氏激动地说。

丁张氏的儿子叫丁战营，今年32岁，

儿媳叫李春荣，结婚八年来，二人生育两个

女儿。丁张氏丈夫已经去世，自己年老多

病，又和儿子分开过日子，因为夫妻均智力

残疾，丁战营一家人在贫困线上挣扎。

康进力于2017年4月被镇里堌乡政

府派驻汪厂村委会工作，担任扶贫责任组

组长。看到丁战营一家人的生活窘境之

后，康进力开始对他们进行帮助。国家对

残疾人有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

护理补贴两项补贴，让二人享受到两项补

贴，必须让二人到商丘市第二人民医院鉴

定后办理残疾证。丁瓦房村距离商丘市

约60公里，丁战营的亲人没有汽车。为

带着二人到商丘，康进力就开着自己的汽

车带上二人去了市第二人民医院。

经过三天奔波，二人才鉴定完毕，鉴

定结果李春荣是一级智残，丁战营是二

级智残。结果出来之后，康进力又数次

奔赴虞城县残联，最终为二人办理好了

残疾证，使二人每月有了180元的补贴。

在为二人办理残疾证的过程中，康

进力付出了很多。据知情人村干部丁运

福介绍，因为有智力缺陷，丁战营和李春

荣对鉴定不积极配合，康进力总是像哄

孩子一样好说歹劝才使二人鉴定完毕。

丁战营和李春荣没有劳动能力。在

此之前，村干部已经给他们办理了低保，

低保金是每个月每人220余元，他们一

家人如果仅靠低保金、残疾人补贴和责

任田里的微薄收入生活仍无法保障。丁

战营夫妇有两个年幼的女儿，其中小女儿

没有办理低保。于是康进力又给丁战营

的小女儿办了低保，之后又给两个孩子申

请办理了相关儿童抚养补贴，然后又让他

们一家人入股村里的养殖合作社。

多方补贴的办理，丁战营一家人目前

每个月有了近3000元的收入，脱了贫，生

活也有了保障。为让他们一家人生活更

安稳，每逢年节和季节变化，康进力就带

上米面油和衣物去看望他们。

“目前丁战营一家人吃不愁穿不愁，

两个孩子健康成长，这多亏了康进力的

帮助。”采访中，丁战营的邻居丁进升说。

□本报记者 李燕 通讯员丁新举

11月24日，走进上蔡县杨集镇幸福

苑6号齐敬贤老人的家中，洁白的墙面、

崭新的家具、叠放整齐的被褥，看着收拾

整齐的房间，老人开心地告诉记者：“自

从住进这幸福苑后，再也没有人叫我‘破

烂齐’了，我的日子过得既开心又顺心！”

现年81岁的齐敬贤是杨集镇人，老

伴去世了30多年，唯一的女儿常年在外

地务工，经济条件也不好，平常无暇顾及

老父亲。齐敬贤多年来无人照顾，饥一

顿饱一顿是常态。

由于齐敬贤年纪大、身体又有疾病，又

没有稳定收入，为了生活，老人只能靠捡破

烂为生。他家的院子里、屋子里，床上、床下

堆满了破烂，也因此被人称作“破烂齐”。

自从脱贫攻坚开始以来，“破烂齐”

成为杨集镇的重点关注对象，帮扶工作

队首先帮他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的问

题，平日里送油送面，时常嘘寒问暖，天

冷了添衣加被，生病了带他看病住院，用

满满的爱意逐渐暖透齐敬贤冰冷的心。

齐敬贤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但齐

敬贤的心里有个疙瘩，自己时常也犯嘀

咕，“他们可能就是摆摆样子，政府能照

顾我一时，还能照顾我一辈子吗”？思来

想去，齐敬贤觉得，唯有继续捡破烂卖钱

以后的生活才会有着落。每天守着自己

的一堆破烂，眼看他居住的房屋摇摇欲

坠，也不愿意搬进镇里专门给孤寡老人

们新建的幸福苑住，打算死也要跟着破

烂死在一起。

杨集镇党委书记魏美荣了解到齐敬

贤的情况后，决定让老人带着他的破烂

“宝贝”一起住进幸福苑。

当打开幸福苑6号房的大门，齐敬

贤眼睛亮了。洁白的墙壁，明亮的地板，

桌椅家具家电齐全，不仅有客厅、卧室，

还有卫生间和厨房。在工作队再三的劝

说下，齐敬贤才把身上的蛇皮袋扔在门

口，在身上胡乱地擦了擦双手，小心翼翼

地踮着脚尖一步一步地往屋里走。边走

边发问：“这房子是给我住的？”“真的不

收钱？”“真的这么好？”驻村工作队队员

一一解答了他的疑问，并想让他坐在沙

发上感受下新房子，哪承想齐敬贤身上

像装了弹簧一样，屁股刚挨到沙发就

“嗖”地一下弹了起来，“不行不行，我身

上脏，把沙发坐脏了咋办？”手却不停地

在沙发上来回抚摸……

齐敬贤自从住进幸福苑以后，吃

得饱穿得暖睡得好，他再也没把垃圾

带回家，每天把屋里屋外收拾得干干

净净，人也变勤快了，一扫往日邋里邋

遢的形象，整天红光满面，见谁都主动

打招呼聊天。

2018年，齐敬贤主动申请、担起镇

上的清洁员公益性岗位，每月收入500

元，每年收入6000元。加上集体经济、

合作社分红等收入，2019年年底，齐敬

贤如愿摘掉穷帽子，也彻底摆脱了“破烂

齐”的称号。2020年，齐敬贤买了辆电

动小摩托，每每骑着电动小摩托路过自

己曾经的家，齐敬贤就感慨:“这4年过

得比前70多年都踏实、充实，自己的变

化也是翻天覆地，做梦都不敢想的好事

竟然成真了！”

□本报记者黄华 通讯员白贺阳

12月14日，郸城县汲冢镇丁庄行政

村建档立卡户白新院早早来到村扶贫车

间整理车间。

“这位就是白新院。”村党支部书记

徐汝喜笑着对县委巡察村（社区）整改情

况督查组组长李思说。

“于克富主任知道我要来汲冢镇督

查，他特地对我说，一定见见白新院，看

看他现在的状况。”李思说。

“白新院现在是村扶贫车间骨干，还

兼着村保洁员，再也不抱着孩子讨钱啦。

要不是于克富主任真心实意地帮扶、贴心

贴肺地劝说，谁能想到十里八乡都知道的

懒汉变化这么大。”徐汝喜感慨道。

事情还要从该县开展的第六轮巡察

村（社区）工作说起。当时巡察组组长于

克富等人刚到村室门口，就被一个怀抱

小孩的男人半跪着拦住了。

“小伙子，你有什么困难或者诉求都

可以说。”于克富赶紧上去搀扶住他。

原来他叫白新院，今年30岁，怀里

女儿两岁半。家里有精神残疾的妻子需

要照顾，父母年迈，没办法出去打工挣

钱，孩子奶粉钱都挣不到。

于克富略微沉吟了一下说：“你先回

家，这100元你先拿着，孩子吃饭要紧。”

接到钱后，白新院连连表示感谢。

“这个事我们关注一下，现在兵分两

路，一组走访群众，一组找村干部了解情

况，了解后再定性。”村室内，于克富急事

快办，简单进行分工。

通过走访，情况很快明了。白新院

说的话半真半假。真的是他确实有个精

神残疾的妻子，亲戚多次劝说他外出打

工，白新院觉得外出挣钱太少，还受人管

制不自由；在家务农，又怕吃苦受累。不

真实的是他的父母不需要他照顾。

“扶贫先扶志，脱贫先脱懒。一定要

他自己主动起来，才不会一直贫穷下

去。”组务会上于克富说。

于克富决定从白新院比较疼爱自己

的女儿实际入手，到他家中交心谈心，围

绕孩子的未来，寻找脱贫致富道路。同

时联合村党支部，寻找周边适合他的工

作岗位。通过多次思想沟通，白新院感

受到了巡察组真心实意。他说，自己身

强力壮，要是闺女长大了，知道爸爸是靠

讨钱把她养大的，还不羞死。今后一定

要靠自己双手把闺女养大，当一名真正

的好爸爸。

“白新院主动到村扶贫车间试工。

看到白新院的变化，我村及时召开村民

代表会，决定吸纳他为保洁员。”徐汝喜

说。

白新院一脸自豪地说：“现在，我种

地有收入，每天在扶贫车间干活又得百

十元，加上公益性岗位每月500元，养活

我们一家人不成问题。这钱挣得是累了

点，但是心里很轻松。”一番话引起大家

一片欢笑。

“脱贫攻坚是各行各业都要发声的

‘和弦曲’。我们坚持巡察工作与脱贫攻

坚工作相结合，关心贫困群众生产生活，

监督检查扶贫政策落实、资金发放情况，

助推扶贫工作再提升、群众获得感再增

强。”郸城县委巡察办主任侯志邦说。

□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员赵洪宇

本报讯 近年来，商丘市梁园区建立

健全非公企业党建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形成了区委统一领导，组织部门牵头，统

战、工商联等各有关部门协作配合的工

作格局，非公企业党建工作再上新台阶。

梁园区采取单独建、联合建、挂靠

建等多种方式推进非公企业党组织建

设。目前，全区411家企业、219个社会

组织建立了党组织，其中单独建77个、

联合建32个、挂靠建521个，大大提高

了非公企业党组织建设覆盖面。

成立梁园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委

员会，对组织设置、换届和选举、阵地建

设、党员队伍建设、支部活动开展、制度

建设六个方面进行指导管理。

梁园区通过卓有成效的党建活动，

把党建工作转化为推动企业发展的生

产力。 （陈竹叶 朱会召）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农村财务监

督管理，郑州航空港区龙港办事处多措

并举，加强农村财务公开。

该办事处要求，每月在报账之前，各

村要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公布本月发生

的各项收支业务，并将有参会人员签字

的会议记录进行公示，接受群众监督。

每月村组发生用工事项时，记录人应将

工底记录或出勤表进行张榜公示并拍照

留存。村组发生30万元以上工程项目

时，须事前召开村“两委”、村监委会及群

众代表大会，集体商讨工程项目具体事

宜，形成会议记录并签字，按照程序进行

公开招标。各村组分配土地补偿款时，

必须将由村民代表签字的征地补偿资金

分配方案及明细补偿金额对村民进行

公示，并提供公示影像资料。每月8日

为各村财务收支情况公布日，将上月余

额、本月收支发生额、月末余额张贴公

示，要求各村把每次公开情况拍照并保

存至电脑以备查阅。纪检监察、三资中

心等部门对各村公示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对没按时间、程序及时公开的进行通

报并督促整改到位。 （秦合军）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郭俊
岭）近日，唐河县审计局党组在所帮扶的

本县源潭镇李湾村召开全体脱贫户思

想政治工作宣讲会，使脱贫户进一步树

立信心，为乡村振兴作贡献。

在本次宣讲会上，县审计局党组书

记、局长田保云亲自担任宣讲员。他通过

向脱贫户总结审计局帮扶五年来李湾村

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包括村容村貌的改

观、道路交通的改善、群众生产条件和生

活质量的提高等，以增强脱贫群众对党和

国家惠民扶贫政策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据悉，通过唐河县审计局的帮扶工

作，目前李湾村的97户168名贫困人口

全部顺利脱贫，人均纯收入由2016年的

不足3000元增至目前8000元以上。

本报讯（记者李燕 通讯员张增峰
李娜）“通过这次‘岗位练兵’活动让我

认识到，日常工作要经常学习‘充电’，

多与同事们进行交流，取长补短，才能

更好地服务群众、服务企业和服务发

展！”12月14日，在参加本单位组织的

岗位练兵活动后，谈及活动感想，民权

县高新区财政服务中心干部王昌玲说。

近日，民权县高新区财政服务中心围

绕作风提升、能力提升等“两个提升”，扎

实开展岗位业务技能练兵比武活动，立足

高新区财务管理工作实际，有的放矢地

组织了固定资产、投融资业务、基础设施

建设等方面的财务知识学习交流，全面

提升高新区财务工作人员对高新区基础

设施建设、投融资业务知识等专项业务技

能，以比促练、以练促用，掀起了学业务、

练内功、强本领、优服务的热潮。通过岗

位大练兵和业务比武活动，全面提升了

窗口单位人员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吕静
怡）12月12日清晨，户外寒风凛冽，但

汤阴县“爱心粥早餐点”却温暖如春。

“早上4点就出门打扫街道，干完活又冷

又饿，你们送的早饭让我暖和起来。”环

卫工人韩步富淳朴的话透露出对志愿

者的感激之情。

今年11月，汤阴县精神文明建设指

导委员会办公室启动“爱心献给环卫

工”志愿服务活动。一个多月以来，全

县有33个单位志愿服务队379名志愿

者在汤阴县城政通路、精忠路、人民路

和大北街四个早餐点，为早上清洁城市

的环卫工人提供粥食，保证环卫工人们

吃得好、喝得暖。

为让环卫工人在冬季寒冷的早晨

吃上一顿热乎乎的早餐，志愿者天还未

亮时就开始工作，在店前摆好桌子板

凳，将油饼、鸡蛋提前打包好；在环卫工

人就餐时，志愿者分工明确，有人盛饭

夹菜，有人发油饼、鸡蛋，有人收拾餐

具。汤阴县产业集聚区管委会志愿者

项勇说：“今后将从自身做起，并带动更

多的人积极参与到志愿行动中，用实际

行动为汤阴县文明城市建设工作出一

份力。”

本报讯（记者李燕 通讯员陈馨）近

来，郑州客运段高铁一队开展了冬季专

项安全警示教育活动。

该队组织各班组职工认真学习国铁

集团4号安全预警内容，对郑州客运段历

年发生的典型安全问题再学习再分析。

同时，针对冬季恶劣天气可能带来的非

正常情况，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完善应急

预案，对雨雪恶劣天气下线路中断、列车

受阻等情况如何应对进行再学习再培

训，以班组为单位进行应急演练，使乘务

人员在非正常情况下能正确快速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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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前滩区农民安家县城

郸城巡察组奏响扶贫“和弦曲”

困难户丁战营的日子有了保障

汤阴爱心粥温暖环卫工

民企党建激发企业活力

唐河县审计局

为脱贫村民致富鼓劲

郑州龙港办事处

多措并举加强农村财务公开

“岗位练兵”促服务技能提升

开展安全教育 完善应急预案

“破烂齐”住进幸福苑

兜底保障不漏一人

12月11日，正阳县新阮店乡举行村“两委”换届新任干部就职暨离任干部荣退仪

式。新老班子成员相互握手，离退干部表示持续发挥余热、离职不离心，新任村干部表示

接好“接力棒”，当好“答卷人”。 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高万宝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