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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宛城区溧河乡

主动担当真脱贫 扶危济困暖民心
□ 实习记者 刘震 通讯员 张金一 袁岭 惠博/文图

超前行动 摸清底子
乡村联动凝聚合力

“非常感谢乡政府
给俺安排了清洁工岗
位，让俺能在家门口挣
钱，俺今后的生活肯定
会越过越好！”近日，南
阳市宛城区溧河乡邢庄
村贫困户王会昌激动地
告诉记者。王会昌家里
一贫如洗，平日里仅靠
王会昌一人打零工挣钱
养 家 ，生 活 十 分 困 难 。
溧河乡扶贫干部了解到
他家的情况后，给他们
送去了米、面、油等生活
物资，为他一家 7 口全部
申请了低保。为了给王
会昌“黑户”多年的孙子
上户口，乡政府出资帮
助其做了亲子鉴定。为
了方便王会昌照顾家
人，还为他在本村安排
了 清 运 垃 圾 的 工 作......
这些正是该乡创新举措
助脱贫的一个工作缩
影。
溧河乡党委书记李
超说：
“ 自市、区扶贫工
作开展以来，全乡超前
行动，创新思路，分类处
置，多措并举，想贫困户
之所想，急贫困户之所
急，整个扶贫工作进展
迅速，效果显著，让贫困
群众逐步过上相对安稳
幸福的新生活。
”
据 了 解 ，该 乡 通 过
就近就业、完善低保、临
时救济、金融扶贫等措
施，让雨露普惠，让爱心
绵绵，搭建起更加和谐
融洽的党群连心桥。

A

爱民助困早行动。南阳市宛城区溧河乡
党委、政府高度重视脱贫工作，尤其自 4 月
14 日南阳市脱贫攻坚电视电话会议之后，
紧跟市、区步伐，迅速安排部署，乡村干部深
入到村组农户，严格标准、认真比照，精准识
别出符合条件的贫困户 61 户 177 人。同时，
连续召开 12 次党委（扩大）会议，专题研究全
乡精准扶贫工作。乡党政班子、包村干部、各
村支部书记、乡扶贫办、民政、社保、医疗等部
门负责人全部参会，
逐村逐户逐人听取贫困户
的家庭现状及家庭成员基本情况汇报，
分析致
贫原因，商定帮扶计划。通过仔细研究，根据
贫困人员身体状况、劳动能力、专业技能及家
庭情况等条件进行辨症施治，
逐户逐人制定帮
扶措施，
做到精准施策、
对症下药、
注重实效。

增设岗位 授人以渔
多管齐下帮助就业

B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该乡组织机关
干部和乡人大代表走访慰问贫困户，并对基
本情况进行摸底统计，该乡的贫困人员除学
生及年老体弱的以外，有劳动能力的仅有 36
人，很多人由于家里有老人和学生不能离开
家。针对这种实际情况，
为方便这些贫困户就
业，
乡政府自己出资，
结合整治
“垃圾围村”
专项
行动，
在溧河乡增设垃圾清运岗位58个，
负责全
乡各个自然村的垃圾清运工作，
这些工作岗位优
先为贫困人员提供，
工资由乡政府发放。目前，
已安排15名贫困户就业，
月工资800-1500元。
此外，
充分利用辖区内企业集聚的优势，
由乡政
府与企业对接，
在人岗相适的原则上，
帮助贫困
人员实现就业，
目前已有5人到企业工作，
平均月
收入超过1500元。
“就业家门口，
还能照顾家；
心
里真高兴，
我把政府夸。
”
如今这已成为因就业过
上好生活的贫困户的顺口溜。

突出重点 雪中送炭
临时救济渡过难关

C

雪中送炭彰显为民深情。该乡胡寨村
刘远娇、王堂村张文同等 17 户贫困户家里
因 病 、因 残 、因 学 等 负 债 累 累 、十 分 困 难 。
在充分了解全乡贫困户的实际情况后，经
过乡党委（扩大）会议认真反复研究，根据
相关规定，为其每户提供了 2000 元至 3000
元不等的临时救济，由乡政府帮扶责任人
负责，两天以内发放到贫困户手中，帮助他
们解决燃眉之急、顺利渡过难关，受到贫困
户的普遍赞誉。

宛城区副区长刘洪涛、
宛城区溧河乡党委书记李超到贫困户家中了解情况

主动帮扶 完善低保
利用近水解决近渴

D

积极主动，
工作推动。由于一部分贫困户
急需低保、
五保等相关补助，
而这些手续的办理
确需一定时间才能完成。鉴于这种情况，
经过
乡党委（扩大）会议集体研究，
决定组成专班，
派
专人负责帮助贫困群众办理低保等相关手续。
在手续没有办结、
资金没有到位之前，
由乡财政
出资，
按一类低保标准从今年元月份开始按月
给予补助，直至上级低保等资金发放时为止。
在此项工作中，
乡财政共计拨付补助资金3.9万
余元，胡寨村肖福均等 41 名贫困人员因此受
益。止目前，
全乡贫困户低保全部由
“人保”
走
向
“户保”
，
贫困户享受低保率达到 100%。

加大投入 扎实作为
千方百计为民解忧

E

该乡除南阳经开区所在地（早已实现规范
管理）以外的各农业村，
环境不好、
垃圾围城，
群
众深受其苦。为了彻底改善、
创优农村环境，
服
务脱贫攻坚，
为困难群众就地设置就业岗位（垃
圾清运工），
由乡财政拿出专项资金59万元，
因
村制宜，
为各村订购塑料垃圾桶、
大型铁皮垃圾
箱、
修建垃圾池等共计585个，
对辖区生活垃圾
进行集中堆放、
日产日清，
全乡所有村庄环境得
到翻天覆地的大改变。邢庄村冯延爽等7户贫
困户情况特殊，
缺吃少穿，
乡党委政府根据实际，
拿出5万余元专门资金，
为他们添置了床、
柜、
桌、
椅等家具、
安装了门窗，
购买了被褥、
衣物、
米面、
油等必需物资，
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陈官营
村刘万合、
邢庄村陈素芬等3户贫困户居住条件
较差、
房屋年久老化，
在上级没有安排危房改造资
金的情况下，
经乡党委（扩大）会议集体研究，
由乡
财政出资3.9万元对其危房进行改造，
从根本上
解决了他们的住房安全问题。
此外，
该乡安排村组干部，
对一些无劳动
能力贫困户的耕地进行流转，
共流转14户合计
34.95 亩，
每亩流转价格在 1300 元—1500 元之
间，
让贫困群众吃上了
“定心丸”
。
打出扶贫组合拳，一枝一叶总关情。南
阳市宛城区溧河乡在做好扶贫自选动作之
外，
规定动作同步进行。民政、
医疗、
教育、
金
融等扶贫措施稳步推进：61 户建档立卡贫困

就业上岗家门口。袁老家村贫困户袁延
恒、袁祖才在清运垃圾。

告别老宅（房屋改造前）

邢庄村贫困户陈素芬住进新居（房屋改造后）
户已实现低保、五保全覆盖；为 35 人办理了残
疾证和相关补贴，为 27 人办理了慢性病诊疗
卡；
落实 31 户到户增收资金 15.2 万元；
为 35 户
符合条件的贫困户办理金融小额贷款，
每户每
年增收 4200 元，安排中原农保助理协保员、宣
传员 26 人，
通过人社局安排公益性岗位 12 人，
所有贫困户学生均已享受“两免一补”政策。
在走访座谈的过程中，
这些困难户十分感谢党
和政府的关心与帮助，
一部分贫困群众难以抑
制激动的心情，
禁不住流下了感激的泪水。
脱贫攻坚正当时，全民奋进奔小康。
“我
们相信，在上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和乡、
村、组各级干部的用心工作之下，溧河乡贫困
群众的明天会更加美好。”南阳市宛城区溧河
乡党委书记李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