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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袁走进山东省昌邑市卜庄镇白
衣庙村袁道路两侧数十个温室无公害蔬
菜大棚格外醒目袁 棚内种植的西红柿尧
辣椒尧黄瓜尧猕猴桃尧葡萄等精品水果蔬
菜生机盎然袁 映照出种植户的满面春
风遥 白衣庙村的温室蔬菜大棚项目是
2018 年通过借助上级产业扶贫资金支
持袁与农业研发中心尧知名蔬菜生产集
团合作建立的产业扶贫项目袁采用水肥
一体化技术袁无公害种植袁产品供不应
求袁村里的贫困户借助项目走上了致富
道路遥

近年来袁昌邑市根据上级关于推进
脱贫攻坚工作的一系列部署安排袁坚持
因地制宜尧因村制宜尧因人制宜袁以务实
的举措尧严实的作风袁推动各项工作任
务落实落地袁 走出了一条助力脱贫攻
坚尧乡村振兴可复制尧可推广的野昌邑路
径冶遥

勠力同心保落实
党员干部齐上阵袁 群众脱贫不掉

队遥 昌邑市按照野部门联动尧一体作战尧
合力攻坚冶的原则袁充分发动全市党员
干部投入到脱贫攻坚战中袁体现党员干
部的价值和担当遥

作战必先强兵遥 野我们按照帮扶责
任人必须是党政机关尧事业单位在职在
编党员干部尧包靠帮扶对象不超过 5 户

的原则袁 全市共配备帮扶责任人 1002
名袁实现了已脱贫享受政策贫困户帮扶
全覆盖遥同时袁为全市 690 个村配备包村
干部 449 名袁 为产业扶贫项目配备包靠
责任人 98 名遥 冶昌邑市扶贫办主任卢兴
亮说遥

解难题首先要抓重点袁该市为 10 个
省扶贫工作重点村全面派驻第一书记遥
截至 2020 年第三季度袁 全市 51 名第一
书记共协调落实帮扶资金 3000 余万元袁
办实事好事 300 余件袁 有效推动了脱贫
攻坚进度遥

深入推进党员管理项目化尧群众管
理网格化尧各类组织管理功能化野三化冶
融合模式袁将全市 1.7 万余名农村党员尧
2.1 万名网格员和 3100 多个村级组织凝
聚起来袁推进脱贫攻坚各项工作遥 同时袁
组织 2603 名党员与贫困户结对帮扶袁定
期联系走访袁帮助解决困难问题袁提高
了贫困群众满意度遥

此外还充分发挥野昌邑义工冶等公
益组织作用遥 持续开展野金晖助老要青
春扶贫志愿者行动冶袁累计结对帮扶 400
名建档立卡老人袁 开展各类帮扶活动
700 余次袁 极大提升了结对贫困老年人
的生活质量遥

政策扶持促提升
昌邑市严格落实上级农村危房改

造政策袁建立农村危房改造动态保障机
制袁成立 10 个工作检查组袁对全市建档
立卡贫困户的住房安全进行逐一排查遥
仅 2020 年就投入 1556 万元对全市建档
立卡享受政策贫困户尧 即时帮扶户尧档
外低保五保户 野拉网式冶 全面检查袁对
2015 户贫困户家居环境进行了改善提
升遥

鳏寡孤独残疾者皆有所养的美好
愿景正在逐步变为现实遥 昌邑采取财政
兜底的方式袁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中符合
参加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条件的袁代缴最
低标准养老保险费遥 2016 年至今袁共代
缴保险费 286.42 万元遥 截至目前袁60 周
岁以上贫困人口领取居民养老保险待
遇的达到 7315 人遥

两不愁三保障袁贫困户奔小康遥 精
准筛选劳动年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袁落
实就业培训扶贫政策袁 提供职业指导尧
职业介绍尧岗位推荐尧就业援助等公共
服务遥 2016 年以来袁共为 211 名贫困劳
动力开展了就业技能培训袁 累计帮扶
528 名贫困劳动力实现就业脱贫增收遥
用好公益性岗位开发安置政策袁2017 年
以来共开发公益性岗位 60 个袁全部用于
安置贫困劳动力就业袁共发放扶贫公益
性岗位两项补贴 32 万余元遥

产业支撑强发展

产业扶贫是稳定脱贫的根本之策遥
围绕贫困户增收脱贫为核心袁昌邑市坚
持因地制宜尧因户施策袁统筹省市县三级
资金 2829 万元袁 建成 38 个产业扶贫项
目袁为贫困村尧贫困户持续稳定增收奠定
坚实基础遥

野脱贫攻坚离不开创新袁必须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遥 我们通过率先在全国将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后成立的村集体经济
股份合作社作为成员加入村党支部领办
的合作社袁率先将建档立卡脱贫享受政
策贫困户作为成员加入村党支部领办的
合作社袁并采取耶党支部垣合作社垣贫困
户爷扶贫模式袁做到耶二次分红爷尧多重保
障尧持续增收袁让贫困群体在过上小康生
活后袁向更高富裕水平迈进遥 冶昌邑市北
孟镇党委书记刘广杰说遥

一花独放不是春袁百花齐放春满园遥
昌邑市探索实施多种扶贫模式袁因地施
策袁因地制宜袁最大限度提升项目收益袁
保证脱贫攻坚成效遥 饮马镇博陆文化旅
游产业扶贫项目袁 采取 野公司垣文化旅
游垣贫困户冶产业带动模式遥 按照野政府
扶持尧企业带动尧利益联结冶的工作思路袁
有效利用扶贫资金在历史文化景点打造
扶贫项目袁采取租赁方式交由文化旅游
公司进行经营管理袁能够实现不低于 8豫
的稳定年收益遥 同时袁贫困群众还可以
在文化旅游项目中打工袁进一步增加收
入袁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遥

荨日前袁农业农村部印发叶全国乡村产业发展规
划渊2020要2025 年冤曳袁提出要在更大范围尧更高层次上
培养产业集群袁形成野一村一品冶微型经济圈遥 广东省
平远县马山村依托野一村一品冶工程袁成立专业合作
社袁推进规模化尧标准化尧市场化建设袁打响马山柿饼
品牌袁带动更多村民增收遥 今年袁马山村预计制作柿饼
2 万斤袁 产值约 60 万元袁 农户户均纯收入超过 6000
元遥 图为 11 月 8 日袁马山村农户正在晒制柿饼遥

冯锡权摄

近年来袁河南省商水县巴村镇胡集村贫困户
刘建民在镇人大的帮扶下袁 种植了 40 亩金丝黄
菊和金银花脱贫致富遥刘建民致富不忘带富众相
邻袁通过赊销种苗尧免费传授技术尧免费烘烤尧组
织销售等服务袁帮助和带动当地群众和贫困户发
展金银花种植 900 多亩尧 金丝黄菊种植 200 多
亩袁亩均收入达到 1 万多元遥 图为近日袁胡集村
野励志脱贫光荣户冶刘建民渊右三冤与菊花种植户
交流菊花管理技术和经验遥 乔连军 摄

同向发力共奏小康曲
要要要山东省昌邑市探索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

阴王鲁兵 张学健

自今年 6 月份以来袁 广西
贵港市港南区组织开展覆盖
全区的农业技能培训遥 区工信
局组织科技特派员尧农业农村
局组织农业技术人员袁根据各
村不同产业特点袁开展了切合
实际的农业技能培训袁力图让
群众掌握实用种养技术遥 培训
先在 50 个贫困村进行袁 逐步

扩大至辖区 167 个行政村渊社
区冤遥

港南区木格镇是全国重要
的白玉蔗生产基地遥贵港市国正
白玉蔗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周伯政说袁基地今年种了 300 亩
白玉蔗袁 免费为 50 户贫困户提
供种植技术指导服务遥 近年来袁
港南区依托富硒资源优势袁因地

制宜发展具有鲜明特色的白玉
蔗产业袁年种植面积近 4000 亩袁
年产量 3.2 万吨以上袁产值 4000
多万元曰通过发动家庭困难群众
推广种植尧吸纳贫困户到蔗地务
工尧土地流转获利等途径袁有效
巩固了脱贫成果遥

李华欣 刘志宁

贵港市港南区

开展农技培训巩固脱贫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