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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脱贫攻坚
“民心红利”

□赵弘

给钱给物，不如给个好支部。只有
让基层党组织强起来，影响半径大起
来，脱贫攻坚才能更精准、更务实。

群众富不富，关键在支部。当前，
脱贫攻坚已经到了决战决胜阶段，农村
牧区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主阵地，农
村牧区基层党组织是脱贫攻坚的主力
军、先锋队。必须针对基层党建工作薄
弱环节，在阵地巩固和提高服务能力上
下功夫，把扶贫开发同基层组织建设有
机结合起来，让党的旗帜在脱贫一线高
高飘扬，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摆脱贫困
奔小康的步伐才会更坚定。

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党
委创建的非建制联合党委促脱贫、“抱
团发展”共致富等做法，正是找对“穷
根”、明确靶心，建强基层党组织、凝聚
工作合力的集中体现。当地坚持“群众
想什么，我们就干什么”，真心实意为民
办事，既提升了基层党组织服务群众的
能力，做到了精准扶贫既“输血”更“造
血”，同时也让老百姓感受到了党组织
的战斗堡垒作用，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凝聚了“民心红利”。

从现在起到 2020 年只有短短两年
时间，任务在前，使命在肩。我们要更
好地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激发党员干部“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
勇气，引导大家“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
声”地实干，让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早
日脱贫、早日圆梦。

□本报记者 施佳丽

前几年，我都觉得日子快过不下去了，
妻子的疯癫病时常发作，我打草伤了胳膊，
种地也不利索了。家里的4.2亩地全是坡
梁旱地，看天吃饭，打下的粮刚够吃。

两年前，村里要建设林果基地，我赶忙
跑去打听，村干部说：“种了果树后，地是你
自己的，果树种活了也归你，想自己打理就
自己打理，家里没劳力还可以交给公司统
一管理。”

回到家，我琢磨了一宿：反正我伤了胳
膊种地也不太方便，打理果树应该没问题。
而且每亩地还给1200块钱退耕还林补贴，
分3年给清。县林业局森防站站长董耀先
曾经跟我讲过，经济林3年就能挂果，以海
红果树为例，初挂每株单产5到10公斤，中
挂 30到 50公斤，盛果期 100到 200公斤。
按现行市场价每公斤海红果5元计算，达到
正常生产年份时，每亩海红果树年收入能达
到6000多元。这事儿能干，第二天，我就痛
快地签了合同。

两年过去了，当初我们村和周围村的坡

梁旱地，现如今活脱脱就是一座“花果
山”，有100万亩的建设规模呢。夏天的
时候，整整齐齐、郁郁葱葱，一眼望不到
边。果子产出以后，还引进了生产企业，
真是个不错的民生工程。每次上山，我望
着这些“摇钱树”，心里甭提多美了。

现在的扶贫政策一个比一个给力。
去年，我们村第一书记张向明帮我们家申
请了小药箱，还给支了一招：有空养点鸡，
现在土鸡蛋很吃香。在张向明的帮助下，
扶贫资金很快就申请下来了，50只小鸡也
顺利入驻我家。我喂得上心，现在已经发

展到100只了。
快要过年了，我一天都没歇着，忙着卖

鸡蛋，2块钱一个，特别畅销。加上村干部们
帮忙发微信朋友圈，好多城里人都开车过来
买呢，还有点供不应求的趋势呢。

你别说，听上村干部的话准没错，我这
“摇钱树”有了，鸡养对了，腰包也鼓了，孩子
也快大学毕业了。虽然我老汉57岁了，年纪
越来越大，但日子反而越过越红火。感谢党
的好政策，感谢各级政府，脱贫路上扶了我
一把。接下来，我要争取早日脱贫，迈向致
富奔小康的道路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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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

“我们的蔬菜在北京卖火啦！”
【脱贫·全纪录】

【我奋斗·我脱贫】

望着这些“摇钱树”，心里甭提多美了
◎讲述者：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宏河镇西库伦图村张贵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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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弘 巴依斯古楞

1月的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天寒草枯湖
结冰，但多伦诺尔镇合作社的大棚里却花
团锦簇、生机勃勃，红的柿子、绿的黄瓜、紫
的茄子、辣嘴巴的尖椒让人垂涎欲滴。这
些喜人植物不仅是冬日里一抹亮色，更是
带动多伦县贫困户脱贫致富的“钱袋子”。

北村村民潘淑琴是第一批通过“这抹
亮色”脱贫的村民。2015年以前，潘淑琴
一直靠种两亩大田维持生计。加入合作社
后，潘淑琴在蔬菜大棚打工，每天能拿到
100块钱的工资。随着蔬菜一路畅销，每
年打工工资加上合作社分红、菜价分红和

菜地租金，潘淑琴年收入达到4万多元，一
年就成功脱贫。

潘淑琴所在的北村与南村、双井子村、
新仓村是多伦诺尔镇4个最典型的城中蔬
菜村，家家户户靠“单打独斗”发展大田蔬
菜种植，但村民们的腰包始终没有鼓起来。

找对“穷根”，明确靶向。4个村的贫困
户有11户23人，如何为这4个村的脱贫攻
坚工作破题？发展蔬菜产业是这4个村的
共同点，但“单打独斗”难成气候，能不能让
4 个村的蔬菜产业连成线、铺成面呢？
2018年3月，“抱团发展”的思路在多伦诺
尔镇党委最终成型。组建非建制联合党
委，将4个村的4个合作社纳入其中，以“联
合党委+平台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党企

联建模式，大力发展绿色蔬菜产业。
“我们‘抱团发展’的框架是党组织建在

蔬菜产业基地和专业合作社中，以村级党组
织为主体、产业党小组为骨干，实施以‘联合
党委+支部+党员+产业’为主要内容的党员
创业工程，动员和引导党员、能人投身蔬菜
产业，创办示范基地，带动农户致富。”多伦
诺尔镇党委副书记于海军说，“‘抱团发展’
的目的就是把有限的、分散的资源整合起
来，从蔬菜种植、规模经营、品牌打造、质量
保障四个方面发展我镇的绿色蔬菜产业。”

非建制联合党委中的北村是发展绿色
蔬菜产业比较早的村子，也是发展壮大集体
经济的典型村，南村、双井子村和新仓村在北
村的辐射带动下，去年3月至今，不仅蔬菜产

业有了发展，贫困村民也看到了脱贫希望。
贫困户詹树梅是双井子村村民，自从

丈夫得病后，家庭收入直线下降。前不久，
她来到合作社当了一名采摘工。1月 16
日，穿梭在大棚里的詹树梅大妈，有了固定
收入后，脸上的笑容明显多了：“我家老伴
儿有病，身边儿离不开人，在这儿干点活儿
挺好的，离家近，每月还有3000块钱的收
入。”

北村村民张义萍曾经也是因病致贫
户，现在则是一名有固定收入的合作社员
工，如今张义萍已经稳定脱贫。她说，联合
党委不仅解决了她的后顾之忧，而且给了
她生活的勇气。

在“联合党委+平台公司+合作社+农

户”的党企联建模式中，多伦县德胜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属于模式中的“平台公司”。作
为绿色农业的推手，这个平台公司从蔬菜
品种的选择、田间技术指导及监控、产品包
装、销售、运输到售后追踪，全过程指导服
务菜农。同时，按照“自愿加入、自我管理、
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原则，鼓励农户积极
加入到蔬菜专业合作社中来，以蔬菜专业
合作社为桥梁纽带，搭建帮扶平台。

截至1月中旬，多伦诺尔镇非建制联
合党委组建已经快一年了，“抱团发展”成
效显著。“我们的蔬菜在北京卖火啦！每天
从合作社发往那里的新鲜蔬菜达3000多
斤，销售后劲儿十足。”于海军很兴奋。

2018年7月9日

驻村以来，我每天都入户走访。在走访中，
经常能看到一位 60 多岁的老人捡砖头、捡木
板。这位老人叫王泉，曾经是这个村的贫困户。
这两年，王泉已经脱贫了，他为何还要捡砖头呢？

多次去王泉家，老人向我敞开了心扉。今
年64岁的王泉，至今未娶，无儿无女。2001年，
王泉通过生态移民搬迁落户到新仓村，搬迁时
尽管分到了五间房子的地基，但由于资金有限
只盖起来两间小屋，共30平方米。

2014 年，因自身发展动力不足，王泉被识
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通过近两年的政策帮
扶，2016年，王泉脱了贫。

尽管现在不愁吃、不愁穿，但是王泉还有
个梦想没有实现，那就是靠自己的双手把房子
盖起来。因此，村子周围哪儿拆了建筑物，哪
儿有了旧砖、旧木板，都会有他的身影。今年，
他捡了 7000 余块红砖和木板，但是距离他的
目标还有点远，差一万多块红砖。

了解到王泉这个意愿后，我为他联系了多
伦县坝土梁富兴达砖厂的刘建民，刘建民主动
提供一万块砖帮助王泉建房，他的爱心举动减
轻了王泉的经济压力，帮助他实现了心愿。

今天我去入户的时候，王泉乐得合不拢
嘴，一口一个谢谢。他说，他已经准备好去拉
砖了，再把其他盖房用的材料准备齐全后，选
好日子就能开工了。

一声声谢谢让我内心久久不能平静。这件事
让我深刻地认识到，老百姓的困难不仅要靠耳朵
听，更要用眼睛去看、去发现。接下来我还要联系
水利部门为王泉通自来水，解决他的吃水困难。

2018年7月16日

村里那些收入水平略高于建档立卡贫困
户的人，是我近来特别关注和挂念的。

每天清晨，村里起得最早的就是冀瑞海。他
早早起来挤牛奶，挨家挨户送牛奶，风雨无阻。我
问他为啥起那么早？他说，靠送牛奶，每天可以多
赚40多块钱。冀瑞海的母亲84岁了，妻子是一位
有近20年精神病史的患者，完全丧失了劳动能
力，儿子在县城一家餐馆当学徒。他家的主要收
入来源就是一头奶牛和20多只羊，年底行情好的
时候卖几只羊，就是全家一年的收入了。

闫树海年近八旬，根据 2017 年动态调整
时的收入测算来看，老两口家庭年收入超过
13000元了，主要为政策性补贴，但老两口却十
分节俭。几次长谈，闫树海道出实情：老两口
均患慢性病，常年吃药，光药费就得花去家里
一半的收入。

针对这些收入水平略高于建档立卡贫困
户的人的实际困难，我和驻村工作队员协商，
打算找一些爱心企业来帮助他们。今天，县里
的一家企业为冀瑞海、闫树海送去了米和面，
并表示有其他困难可以持续帮助。

这些都是我在工作中遇到的新问题。今
后，不仅要为建档立卡贫困户解决难题，也要
为那些收入水平略高于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村
民谋求增收发展的路子。

□本报记者 钱其鲁 摄影报道

“辛辛苦苦奔小康，得场大病全
泡汤”，是农村牧区群众面临大病时
的真实写照。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成为脱贫攻坚难啃的“硬骨头”。鄂
尔多斯市杭锦旗把健康扶贫摆在突
出位置上，全力为贫困人口脱贫提供
医疗和健康保障。

据了解，杭锦旗目前有健康扶贫
对象652户 978人，该旗大病集中救
治率达到100%，慢病规范管理率达
97.6%。为打好健康扶贫组合拳，该
旗搭建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信息平
台，通过手机APP实现与居民在线签
约、在线服务，对401名慢病患者在线
进行个性化服务管理；每周用微信或
短信推送两条健康知识，并开展“一
人一策”个性化管理服务告知单；下
发健康扶贫诊疗手册，详细记录贫困
人口治疗、用药情况，有效避免了贫

困人口过度医疗行为；组织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对行动不便的慢病贫困人
口不定期开展上门“送医送药”，全旗
共计送医送药269 人次。同时，在落
实重病兜底保障方面，通过种种救助
措施，使贫困人口医药费用的实际报
销比例均达到90%。截至目前，该旗
建档立卡贫困人员住院、门诊治疗共
1504 人次，产生医疗总费用 811.55
万元，共报销740.72万元，报销比例
为91.27%。

本报 1月 23日讯 （记者 韩雪
茹）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获悉，截至
2019年 1月 10日，我区中国社会扶贫
网累计注册用户达到 42.8516 万人。
其中，爱心人士注册199253人，贫困人
口注册 215134 人，信息管理员注册
14129人。物品类需求发起数量1089
个，对接成功数量 220 个，成功率
20.20%；资金类需求发起数量 2418
个，对接成功数量 931 个，成功率
38.50%。累计需求金额2906.1878万
元，资金捐赠 65079 次，已捐赠金额
153.5919万元。

本报 1月 23日讯 （记者 韩雪
茹）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获悉，自治
区扶贫办把扶贫宣传工作放在脱贫
攻坚全局工作中统筹谋划，建立起宣
传部门、新闻媒体和网监部门定期会
商机制。在自治区主要媒体开设“打
赢精准脱贫攻坚战 奋斗在一线”栏
目，对各地各部门脱贫攻坚成功经
验、先进典型、落实整改工作、开展作
风建设年活动、京蒙扶贫协作工作等
进行集中报道，并对率先实现脱贫

“摘帽”的国贫县林西县、全国脱贫攻
坚模范武汉鼎、全国脱贫攻坚奖获得
者白晶莹和刘金锁以及驻村帮扶干
部解良等先进集体和个人开展事迹
宣讲和专题报道。

本报 1月 23日讯 （记者 韩雪
茹）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获悉，近日，
2018·京蒙扶贫协作通辽（北京）绿色
农畜产品推介会在北京召开。开幕式
上，举行了通辽市绿色农畜产品推
介、通辽市农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推
介等活动。据悉，参加此次推介会的
70 家企业均为通辽市“三品一标”认
证企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牧民专
业合作社，包括肉乳产业企业 22家、
粮油产业企业 29 家、酒产业企业 4
家、特色产业企业8家。

【短评】

报
销
医
药
费
。

上门送医送药。

免
费
体
检
。

【一线·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