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宝之三：党群微信群 干群沟通有平台

“赵书记帮我们和佳旺畜禽公司签
了‘借羊还羊’协议书，公司无偿借给我
们每个贫困户 10只基础母羊，带羔入
户，4年后返还同等数量基础母羊，期间
繁育的所有肉羊都归我们所有。因为刚
开始养啥也不懂，家里的牛羊有毛病了，
都在找赵书记帮忙。”太平乡赛银花村贫
困户李喜春掏出手机，打开“党群心连
心”微信群，翻起了聊天记录。他兴奋地
说：“有这个微信可方便了，不用打电话，
也不用去村部上门咨询，有困难直接在
群里说，村里的党员干部第一时间就能
看见。”

李喜春的老伴樊秀清在一边接过话
茬，她告诉我们，现在家里的基础母羊已
下了46只羊羔，市场价每只能卖到500
元；产业奖补资金放大购买的2头牛，也
下了一头犊；最近还拿到了1600元的种
公羊补贴，一项又一项好政策让他们尝
到了幸福的滋味。“赵书记千方百计给我
们贫困户找项目、引技术，帮着我们家里
解决了很多生产生活上遇到的难题，有
这么多实实在在为我们老百姓办事的干
部，我们也得努力。”

李喜春和樊秀清口中的赵书记是太
平乡赛银花村驻村第一书记赵景龙。驻
村以来，赵景龙一直把自己当作一名“村
里人”，驻村这一年多时间里，帮助多少
村民解决了多少难题，他已经记不太

清。尤其是自打建起了“党群心连心”微
信群，赵景龙觉得自己能帮村民们办的
事更多了。

“干群交流的小平台，传播正能量的
小窗口，干工作的小助手。”这是赵景龙
对“党群心连心”微信群的定位。他说通
过微信平台，不仅准确传达了各级惠民
政策信息、了解到了最“原汁原味”的民
意民情，还帮群众解决了实实在在的困
难。“现在互联网成了我们同群众交流沟
通的新平台，是我们了解群众、贴近群
众、为群众排忧解难的新途径。”

“把党务、村务工作开展好，关键在
于拉近干群关系。我们实施‘扶贫扶心·
党群心连心’工程，就是想第一时间让群
众知晓重点政策、事项和决策，同时大量
收集反馈群众的意见建议，针对群众的
意见建议因地制宜、对症下药地开展工
作，提高群众对县委、政府工作，尤其是
当前重点开展的扶贫工作的满意度。”就
建立“党群心连心”微信群的初始原因，
屈振年这样介绍。

去年以来，突泉县运用“大数据”技
术，在县级开设“扶贫扶心·党群心连心”
网站、乡镇建立微信公众号、村屯（社区）
组建“党群心连心”微信群，构建了“三级
联动”（县乡村三级）、“双向流动”（信息
下行、民情上行）、干群互动（干部群众互
动）的信息沟通平台。

赵景龙告诉我们，在他收到的群众
微信里，有要求解决问题和咨询各种政
策的，只要自己能答复、解决的，他一律
第一时间耐心解答，自己解决不了的，他
就立刻向上反馈。这些收集来的问题，
再由各乡镇进行汇总分类，通过“扶贫扶
心·党群心连心”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签
批到各责任部门。

“截至5月上旬，全县村级层面组建
由驻村第一书记任群主的微信群 291
个，社区层面组建由网格管理员任群主
的微信群221个，入群总人数超过8.8万
人，户入群率达到100%。”突泉县“扶贫
扶心·党群心连心”工程办公室主任魏显
萍说，通过这一平台，突泉县已发布惠民
政策249条，“三务”公开749条信息，保
障基层群众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已收集惠民补贴发放、乡村建设、上学和
养老等4大类386条问题，已解决城区
供热、残疾人贫困户救助等问题380条，
其它6条正在办理中。

除了乡镇、村屯的微信群全覆盖，在
县级层面，突泉县大数据管理局还创建
了“扶贫扶心·党群心连心”网站，开辟了
工作动态、村务公开、政民互动、部门业
务、信访纪检等栏目，公开脱贫攻坚政策
落实、扶贫项目推进、群众问题处理等情
况，提高了群众的知晓率，搭建起了沟通
群众的“连心桥”。

法宝之二：牧业再造突泉 增收致富有渠道
“脱贫，当以产业为根。”突泉县总结

多年扶贫工作经验，精准把脉，理性探
索，因地制宜，充分动员龙头企业和现有
合作社，围绕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三
大产业”构建农企利益联结机制，实现扶
贫产业全覆盖，确保群众脱贫不返贫，真
正实现致富奔小康。

“我把土地承包给合作社，我再来
合作社打工，现在一年的收入比自己
种地的收入多了不少，而且旱涝保
收。”突泉镇平原村村民赵久山把自家
30亩土地流转给突泉县艳梁农业机械
化种植专业合作社，土地一年承包费
用 6000元，在合作社打工还能额外收
入3万元。

在突泉县，像艳梁农业机械化种植
专业合作社示范带动农户增收的企业还
有很多。以尚德维康、宝润红酒等为引
领，通过发展设施农业，种植葡萄和蔬菜
带动贫困户350户、701人受益，人均年
增收2000元以上；通过订单种植杂粮杂
豆带动贫困户427户、756人受益，人均
年增收1500元以上；通过土地流转带动
贫困户896户、1885人受益，人均年增
收1000元以上。今年，突泉县还预计发
展甜菜产业 5万亩，有贫困户 352 户、
759人参与其中，预计户均年增收可实
现5000元以上。

以绿丰泉、安达牧业、英歌天兆、天
兴奶牛、万头肉驴养殖基地等为引领，目
前，突泉县已累计购进大畜 6692 头

（只），带动贫困户 5412 户、9823 人受
益，人均年增收1500元以上。通过生猪
托养方式带动贫困户150户，建设村级
养猪场3处，村集体经济年收入可达20
万元以上。通过肉羊托养、借羊生羔模
式带动贫困户563户、1011人受益，人
均年增收1000元。

“我在‘扶贫车间’工作，做蕾丝拖鞋
等饰品的生产加工，我和老伴儿把土地
承包给别人种了，我在车间上班，他就在
村上找些零活干，每个月我们两个人也
有稳定的收入了，一个月我净挣1000元
左右，凭借自己的劳动，不用出家门就能
赚到钱。”今年51岁的杜尔基镇红光村
村民党桂琴介绍。

2016年，党桂琴被识别为建档立卡
贫困户，自2017年开始在“扶贫车间”工
作，每天按时按点上下班，成为了一名

“上班族”。
把企业和扶贫对象牢牢“捆绑”在一

起，真正实现“造血”功能，突泉县以唐人
家居、步阳草编等为引领，在全县9个乡
镇发展村级“扶贫车间”10个。目前，累
计带动贫困户131户、231人就业，农户
最多年增收8000元以上。

同时，该县还积极探索企业带动贫
困户“资产收益”扶贫模式。建档立卡贫
困户将扶贫产业奖补资金或其他生产要
素通过资金入股、牲畜托养、土地托管等
方式嵌入到企业，形成利益共同体，由企
业经营管理，贫困户获得分红收益。截

至目前，全县入股分红、承贷分红、土地
嵌入等资产收益模式带动 4845 户、
8722人受益。

如何确保群众稳定脱贫，实现精准
脱贫与有效防贫紧密衔接，实现脱贫攻
坚与县域经济发展紧密衔接，是摆在突
泉县眼前的一大难题。

突泉县着眼长远，在支持贫困户产
业发展的同时，创新实施了“扶贫扶产
业·牧业再造突泉”工程，采取“农户自
养”与“集体共养”双自愿模式，通过“农
户+基地”“公司+基地+农户”“合作入
股+共同经营+按年分红+定期返本”等
经营方式，支持非建档立卡贫困户发展
大畜养殖产业，与贫困户养殖菜单模式
一同推进。

“我们计划用5年时间，让全县大畜
存栏达到60万个牛单位。有养殖意愿
的非建档立卡户可向指定银行申请贷款
1~5万元，其中3万元农户自付利息一
厘，其余由政府补贴支付，支持农户发展
家畜产业，与贫困户养殖菜单模式共同
推进。”耿天良如是说。

截至目前，突泉县牧业再造突泉工
程已为非建档立卡贫困户发放贷款
9839万元，购进大畜4248头（只），惠及
农户3129户。并增强配套建设，聘用村
级防疫协检员265人、大畜改良技术员
50人，建设临时大畜交易市场1处、流动
和固定改良站点60个，打牢了养殖业发
展根基。

法宝之一：农民夜校讲堂 素质提升有阵地

“自从咱县有了农民夜校电视讲堂，
我每期都准时收看，老师们讲的都是跟
我们百姓生产生活相关的内容，不少村
民都和我一样爱看，有时看完后我们还
坐在一起交流交流。”在突泉县太平乡晨
光村，村民刘有熟练地打开电视的76频
道，收看起肉牛养殖技术讲座，他对农民
夜校赞不绝口。

“在当前的脱贫攻坚工作中有这样
的怪象，部分贫困户‘给资金换不来人
心，给政策拔不掉穷根’，而在非贫困户
中情况同样不容乐观，存在以争当贫困
户为荣的现象。”突泉县委副书记、县长
耿天良说，眼下，突泉县正创新实施“扶
贫扶志·新时代新型农民素质提升工
程”，按照“农民进夜校、活动进广场、文
明进家庭”的工作思路，以“五课、四倡、
四创”为载体，常态化开展政策解读、思
想品德、文化知识、普法教育、技能培训
等活动，激发群众的内生动力，提振贫困
户脱贫致富精气神。

作为突泉县“扶贫扶志·新时代新型
农民素质提升”工程亮点之一。农民夜
校在教学内容设置上，坚持问题导向，注
重从基层调研、从“党群心连心”微信群、
调查问卷、网络留言等方式收集、整理问
题。问题提出后，由村梳理、乡汇总、县
统筹，经过总结归纳备好“五课”。既有

农民群众“点”的种植、养殖、就业技能、
农村电商等实用技术；又有“配”的政策、
文化、法律法规等理论“大餐”，实现传授
富“钱袋”之门道，又配套富“脑袋”之营
养，真正符合群众的“口味”。目前，农民
夜校课程库已有各类课题122个。

“种甜菜过去我是‘门外汉’，在农民
夜校，艳梁农业合作社的高老师教给我
们高产栽培、纸筒育苗、病虫害防治、农
机推广等技术，今年我准备扩大甜菜种
植规模。”突泉镇平原村村民赵亮最近逢
人便说，他在农民夜校遇到了“能人”，对
于今年的增产增收，他十分有信心。

在突泉县农民夜校的老师中，既有
从县直单位请来的领导干部、业务骨干、
技术专家，又有本地群众信任的懂技术、
会经营、善管理的乡土人才、致富能人。
这支由专家和能人116人组成的教师队
伍符合群众的“口味”，成了突泉县广大
农民脱贫致富的“智囊”。

杜尔基镇红光村“万头肉驴养殖基
地”里，40余名有养殖意愿的村民来到
现场学习养殖技术；学田乡利民村“旱改
水”稻田里，负责人向兄弟乡镇前来交流
学习的农民介绍经验……正值农忙季
节，突泉县的田间地头、种养基地，处处
都成了农民夜校的课堂。

该县坚持把课堂讲授理论知识与

田间地头现场操作紧密结合，以村党组
织活动场所为主，统筹整合“草原书屋”
等场地资源和基层党员教育站点设
施。并在生产现场、农户炕头、种养基
地，开展种植、养殖技巧、农产品销售、
防病治病等培训，做到学用结合、学以
致用。

突泉县还建立了完善考核评价制
度，对学员学习情况和教师授课情况实
施双向考评。对学员的参学考勤、课堂
纪律、学习成效进行考核，还从学员的思
想观念转变、自主脱贫、勤劳致富等情况
进行综合考评，保障了学员的参学率和
学习效果。对教师建立了群众评课机
制，每次授课后，参学群众对授课教师的
教学态度、教学方式、教学内容、教学效
果等进行综合评价，把“讲得好不好，群
众说了算”的评判标准体现到农民夜校
的生动实践中。

据统计，截至目前，突泉县已组建宣
讲团下乡宣讲125场次，举办技术培训
84班次，组织政策宣传巡回演出108场
次，农民夜校共开课310余节，9个乡镇
累加超过5300学时，近11万农民参与
其中受益。全县群众文化素养指数由
2017 年 初 的 81.2% 攀 升 到 现 在 的
95.8%，贫困群众内生动力明显提高，

“脱贫为荣”的乡村新风逐步形成。

仲 夏 的 突 泉
大地，到处都焕发
着勃勃生机，放眼
乡镇村屯、农业园
区、工业园区，到
处是发展生产的
忙碌场景：田间地
头上庄稼长势喜
人、农技人员正在
认真授课；养殖基
地里肉牛肥壮，羊
群悠闲地咀嚼着
草料；厂房车间内
机器轰鸣，工人忙
着赶工期……

“撸起袖子加
油干”“全面脱贫
致 富 奔 小 康 ”已
然成为眼下突泉
县里最亮丽的风
景线。

一 组 数 字 令
人惊喜，经过几年
的努力，突泉县贫
困人口由 2015 年
底 的 24640 人 减
少到 2017 年底的
15283 人，贫困发
生 率 由 10.2% 下
降至6.3%。

这变化背后，
凝 聚 着 突 泉 县
委 、县 政 府 举 全
县之力强力推进
精准脱贫的智慧
和汗水。

脱贫攻坚，责
任如山。突泉县
把打赢脱贫攻坚
战作为一项重大
政治任务和履职
工作重点，创新实
施“扶贫扶志·新
时代新型农民素
质提升”“扶贫扶
产业·牧业再造突
泉”“扶贫扶心·
党群心连心”精准
脱贫“三大工程”，
鼓励贫困户发展
种养业、转变贫困
户“等靠要”思想
观念、提升农牧民
脱贫致富技能、畅
通干群沟通渠道
等方面打出“组合
拳”，不断提高群
众满意度，激发贫
困群众脱贫致富
的内生动力。

“通过实施精
准脱贫‘三大工程’，
有效解决服务群众

‘最后一米’的难
题；在政策知晓率
上，有效解决政策
宣传‘最后一人’
的难题；在工作频
率上，有效解决联
系群众‘最后一次’
的难题。”突泉县
委书记屈振年说，
如今，这“三大工
程”已经成为全县
农民脱贫致富的

“三大法宝”。

突泉县脱贫致富有突泉县脱贫致富有““三大法宝三大法宝””
□胡日查 高敏娜 冯玉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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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夜校在养殖基
地现场培训肉驴养殖。

农技专家到贫困户
家中现场讲解肉羊养殖。

养 殖 芦 花 鸡
“啄”开致富门。

开展剪纸技能培
训，提高村民技能，丰
富业余生活。

扶贫车间让贫
困户家门口就业。

“农民夜校”授
课现场。

新生村葡萄园
里结下脱贫硕果。

内蒙古绿丰泉农
牧科技有限公司带动
贫困户发展养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