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区里制定了‘0135’健康扶贫政
策，为贫困户看病就医兜底。”高
桥镇中山村贫困户刘登春提起这
项政策不由地感叹，“这个政策好
哦，保证了我们贫困户看得起病、
住得上院、看得好病。”

为着力解决“两不愁三保障”
突出问题，全面打赢打好脱贫攻坚
战，今年4月以来开州为贫困户专
门制定了“0135”健康扶贫政策
——即贫困患者零付费入院；贫困
患者在乡镇（街道）医疗机构住院，
自负费用控制在总费用的10%以
内；贫困患者在门诊就诊，自负费

用年累计超过3000元的，对超额
部分进行资助；贫困患者个人住院
自负费用，年累计超过5000元的，
超额部分可享受资助。

这看似细小的变化，却折射出
开州扶贫工作向脱贫攻坚不获全
胜决不收兵的高质量脱贫迈进。

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
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
障，是贫困人口脱贫的基本要求
和核心指标，直接关系攻坚战质
量。今年4月以来，开州把解决

“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作为脱
贫攻坚的重中之重，结合主题教
育检视脱贫攻坚存在的问题，并

第一时间作出学习整改，目前已
排查出208个问题，并逐一分解
到部门进行一项项推进、一件件
落实，已整改 207 个，完成率达
99.5%。

同时，按照“四个深度发力”
的要求，更加集中精力、集中火
力，全力攻克深度贫困堡垒。推
进大进镇等深度贫困乡镇和深度
贫困村，向深度改善生产生活生
态条件、深度调整产业结构、深度
推进农业农村改革、深度落实各
项扶贫惠民政策等方面持续用
力、精准发力。

截至目前，聚焦“两不愁”，开

州建立起健全的企业、村集体、贫
困户利益联结机制，实施安全饮
水工程，确保贫困群众不愁吃、不
愁穿。聚焦“三保障”，组织全区
教师开展入户劝学、送教上门，对
因厌学而辍学的学生进行思想疏
导，对因病因残而辍学的学生实
行一对一送教上门；精准开展健
康扶贫，深入开展“健康扶贫暖心
服务”活动，打好“政策宣传+健康
体检+家医履约+慢病随访+分类
救治”组合拳；同时精准推进农村
危旧房改造和易地扶贫搬迁，实
现了农户搬得出、稳得住、能致
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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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说脱贫攻坚》》

近日，国务院扶贫
办党组成员、副主任洪
天云在重庆市东西部扶
贫协作工作推进会上，
将山东潍坊与开州“三
产联动”助力“携手奔小
康”作为典型案例进行
推广。这既是对潍坊、
开州扶贫协作模式的肯
定，更是一种鞭策和鼓
舞。

近年来，潍坊市始终
以产业协作为重点，变输
血帮扶为造血扶贫、促进
农业产业全面兴起，变打
工经济为高质量发展、实
现工业产业优化布局，变
资源单项输入为商品双
向流通，走出了一条适合
开州脱贫实际的致富新
路。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
以渔。潍坊市综合利用
资金撬动、镇村驱动、园
区拉动、示范带动资源
优势，帮扶开州以特色
农业为引领助推脱贫攻
坚，做到户户有脱贫项
目、户户能增收。

以潍坊市与开州区
采取合办农业项目方
式，提升深度贫困乡镇、
村造血功能为例，大进
镇利用援助资金 1200
万 元 发 展 有 机 茶 园
2000亩，直接带动121
户贫困户446人脱贫增
收；长沙镇利用潍坊帮
扶资金大力发展红心猕猴桃，并
成立齐圣红心猕猴桃种植专业合
作社，实现户均增收7000多元。

同时，开州区充分利用潍坊
市在企业集聚、人才集聚、技术集
聚的优势，通过工业企业的发展
带动脱贫攻坚。尝试建立起园区
建设协作机制，探索“园区+龙头
企业”模式，推进鲁渝先进制造产
业园建设，现已引入企业15家，贫
困群众实现家门口增收。

值得一提的是，为拓宽扶贫
渠道提高脱贫攻坚实效，潍坊市
加快推进消费扶贫协作，通过搭
建渝鲁产销平台，促成“鲁渝乡
情”爱心农产品进驻济南银座等3
家连锁超市。在潍坊举行“开州
春橙”进潍坊消费扶贫推介活动，
培育了一批优质供销商，搭建起
线上线下营销网络，让优质农产
品不仅有买家，价格也更高。

张亚飞 刘玉珮

在贫困人口基数较大的过
去，输血式扶贫既是不得已而为
之，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扶贫方
式，许多贫困人口正是需要救济
式的输血，实现了“越温达标”。

“输血式虽解了燃眉之急，但
却催生了一大波问题。”开州区扶
贫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比如，有
的贫困户养成了“等靠要”，躺在
政策温床上睡大觉的懒惰心理。
正因如此，在经过了这一历史阶
段后，开州大力推动输血式扶贫
向造血式扶贫转变。

为增强贫困户的造血功能，近
年来，开州始终坚持“产业扶贫事

关脱贫攻坚大局”定位，在“建起
来、售出去、联起来”三个环节全面
发力，积极推动柑橘、生猪、中药
材、水果等扶贫特色产业发展。

比如组织13个农业产业技
术首席专家，研究推出24种产业
扶贫增收模式，并对每种模式的
投入、产出及收益做出具体分析，
将增收模式资料编印成册发给每
个扶贫工作团、驻村工作队和结
对帮扶责任人，按照贫困农户自
愿原则，因户施策指导贫困农户
选择1—2个种植养殖模式，做到
户户有项目、户户能增收。

与此同时，为让产业扶贫的效

果更好，开州积极构建完善与农户
的利益联结机制。探索将财政扶
贫资金的补助改为奖励、贷款、借
款、股份、酬劳等，以此丰富扶贫资
金精准的到户方式，放大财政资金
杠杆作用，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
力。譬如“公司（合作社）+贫困户”
的返租倒包模式，在带动贫困户稳
定脱贫增收的同时，也培育壮大了
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

此外，在推进产业扶贫的同
时，开州也未雨绸缪更加注重电商
扶贫，通过统一品牌、包装、产品质
量，把养在深闺的农特产品运出大
山，提高产品知名度和附加值的同

时，也增加贫困户的收入。
开州区义和镇的贫困户过去

由于动力不强，发展产业缺乏资
金和信心。后来镇里利用110万
元到户扶持资金，通过“合作社+
贫困户”的利益链接，带动了726
户贫困户发展黑羽绿壳蛋鸡2.8
万只，实现贫困户户均增收3000
元以上，当年成功脱贫。

如今，扶贫产业覆盖全区
80%以上贫困户，贫困人口年经
营性收入高于全区农村平均水平
3个百分点。通过扶贫产业带
动，9.47万人越线脱贫，建立起脱
贫和防返贫的长效增收机制。

事实上，在开州脱贫攻坚的
历程中，扶贫主导力量也悄然发
生着变化。

开州区扶贫办相关负责人介
绍，过去，一部分地区和个体先富
起来，让扶贫有了更多有生力
量。经过不断的探索和实践后，
开州既强调大扶贫格局，又坚持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脱贫攻坚，要举全社会之
力。自新一轮脱贫攻坚战打响以
来，开州坚持政府主导、部门支
持、全社会共同参与，努力构建专
项扶贫、行业扶贫和社会扶贫“三
位一体”的大扶贫格局。

培育致富带头人带动贫困户

脱贫就是开州帮扶力量的创新之
举。

近年来，开州区始终把致富
带头人培育工作作为贫困地区人
力资源开发的重中之重，坚持“能
人引路，带贫致富”的思路，在“精
确筛选、精心培训、精准扶持、精
细管理”四个环节深度发力，强力
推进致富带头人培育工作，实现
在家贫困人口“闲人变忙人”、“等
靠要变主动干”的转变。

立足开州50万人常年在外
创业就业的劳务大区优势，引导
外出创业成功人员利用资金技术
信息优势返乡发展，储备“返乡”
致富带头人453人。注重从贫困

村的村干部、党员、种养业大户等
群体中选人，储备本土致富带头
人256人，储备村外致富带头人
73人。

为激发致富带头人带动贫困
户脱贫的积极性，该区还制定了

“1+6”政策体系。出台了《关于
落实贫困村致富带头人扶持政策
的通知》，区级部门根据职责，制
定带贫奖补、就业创业、产业发
展、电商扶持、金融扶持等6个文
件，形成完备政策扶持体系，做到
政策有保障、落实有措施。

同时，坚持实行“走出去、请进
来、送上去”的培训模式，组织贫困
村致富带头人135人赴山东省寿

光市参加培训；邀请山东省寿光市
的专业教师和蔬菜专家4批次到
开州区培训授课；选送25个致富
带头人参加市扶贫办组织的中蜂
养殖、水果种植等培训班，进一步
提高帮扶技能和帮扶质量。

开州区字轩电子有限公司负
责人吴成轩就是一个致富带头
人。在他的带动帮扶下，如今已
有包括大进镇村民唐建菊在内的
20多个贫困户务工增收。吴成
轩说，公司提供的就业岗位有40
多个，优先考虑建卡贫困户、低保
户和残疾户，目前建卡贫困户近
20人、低保户3人、残疾家庭2户
在家门口就业。

方式之变——从被动输血到产业造血

力量之变——从政府主导到大扶贫格局

重心之变——从摘帽到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脱贫鲜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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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州扶贫
开发大事记

2018年高质量通过
“五场大考”，实现全区
高质量脱贫摘帽。累计
脱贫94154人，贫困发生
率降至0.97%。

2018 年 8 月 至 今
脱贫摘帽后，全区仍坚
持思想不松懈、工作不
松劲、要求不降低准则，
按照“四不摘”政策，着
力解决“两不愁三保障”
突出问题，切实做到全
面小康路上不漏一户、
不落一人，决战决胜脱
贫攻坚。

2014 年
贫 困 人 口
11.92万人，
贫困发生率
10.37%。

截 至 目 前 ，累 计 脱 贫
94154 人，剩 余 贫 困 人 口
11162人，贫 困 发 生 率 降 至
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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