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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山投入 1546 万元

工厂开到家门口 村企互惠促双赢

通山探索精准扶贫新路子
本报讯 特约记者孔帆升、通讯员
王谦、施仕寨报道：近日，通山县通羊镇
新塘下村,由湖北明创基科技有限公司
开办的分厂车间内，热闹的生产场面让
当地驻村干部和企业负责人看在眼里
乐在心里。
湖北明创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阮加明告诉记者，该公司是一家专门从

事端子电子线生产的企业。企业在发
展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招工
难。所幸，
该县精准扶贫工作氛围浓厚，
为该企业寻找到了解决困难的途径。
考虑到该企业自身产品比较单一，
很多是可以单个作业，可以包户包产，
该县设计出了一种“以企带村，村企联
营，以点包户”的模式，不仅缓解了企业
用工的问题，也为当地贫困户新增了一
个增收的渠道，
形成了双赢的局面。
在推动这一双赢局面形成的过程
中，该县国税局作为税收服务部门和该
村驻村单位，主动作为，积极谋划，充分
将企业痛点和扶贫难点相结合，为企业

落户积极牵线搭桥，并争取资金，为村
里购置加工设备，从资金和政策上积极
支持和协调，切实为企业解决了困难，
为驻点村和贫困群众带来了实惠。
据介绍，村民们进厂首先进行三个
月培训，期间会有 1500 元每月的保底
工资，不管最终会不会做，只要参加了
三个月培训，保底的工资也会足额支
付，三个月培训期之后，除了保底工资，
还会有个计件标工，大概平均工资能达
到两千到两千五六左右。
如今，企业办在村里，不仅吸纳了
贫困户就业，还吸引了不少外出打工者
返乡，在家门口既能赚到钱，又能带孙

子，还能够操持家务。
眼下，
“ 以企带村，村企联营，以点
包户”模式在通山县广受称赞。不仅为
该县精准扶贫探索出了一条新路子，有
效破解了贫困户脱贫增收，还解决了企
业招工难问题。
该模式的顺利运作，让企业和村民
都看到了发展的希望。阮加明告诉记
者，新塘下村这个试点成功后,会继续
进行推广，以后总厂所有的后段加工，
包括人力用工比较密集的岗位，都可以
用来推广，并且保证贫困户和残疾人优
先就业，争取让该模式带动更多的困难
群众走上脱贫致富之路。

为贫困人口买补充医保
本报讯 通讯员邓昌林报道：6 月 29 日，九宫山镇牌
楼村 7 组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喻光彪因“急性支气管炎、慢性
肾功能不全”在通山县人民医院住院出院了，医疗总费用
2272.50 元，城乡居民医保基本报销 2103.52 元，大病保险
报销 265.29 元，补充医疗保险报销 265.29 元，群众自费
83.37 元，实际报销比例达 97%。
这是精准扶贫政策惠民的一个缩影。据统计，该县贫
困人口 82765 人，剔除
“错评户”和病故死亡人口，扶贫部门
初步核定符合购买补充医疗保险 80163 人，按照“以支定
收、收支平衡、兜底保障”的原则，经测算，2018 年补充医疗
保险参保人均缴费 192.9 元，全县共计投入 1546 万元。目
前，该县财政局已经将 1546 万元保险基金上缴至市级精准
扶贫补充医疗保险基金财政专户。
县人社局局长陈德胜介绍，对于扶贫部门中途调整的
贫困人口数据，医保经办部门将“照单全收”，保证贫困人
口城乡居民医保及补充医疗保险参保率达 100%，让贫困
人口病有所依。

通山吸引社会资金

改造升级公交站台
本报讯 通讯员孟军、聂莹颖报道：崭新的候车亭，简
约流畅，还增设了候车凳 。白色的钢板烤漆顶棚，通透光
洁的钢化玻璃橱窗，醒目又漂亮。近日，洋都大道沿线的
站台人性化设计，
让人耳目一新。
“这个公交站台采取的是市场化运作方式，由投资方
来建设站台，把站台的广告位用来经营收益。拿出 40%的
广告位用于政府以及相关部门设置公益性广告。”县市政
设施管理所所长汪伟介绍。
据介绍，为响应“五城同创”计划，通山县通过吸引社
会资金参与到城市建设，用市场化运作模式补充城市建设
的资金问题。负责升级改造公交站台的汉裕心诚广告公
司，在县住建局市政公司的指导下，采用专业公司设计，定
制专业工厂生产的喷塑钢材、钢化玻璃，
并在全市率先采用
太阳能照明。改造后的站台不仅设计美观，
而且更加环保。
这是自 2012 年以来通山县第三次对公交站台进行改
造升级。目前,该县全新升级的站台有 28 个，随着城区道
路改造的推进，
将对全县范围内的站台进行改造升级。

生态养殖助脱贫

通山启动环保世纪行活动

近日，九宫山镇洪茂生态养殖基
地，务工人员在起鱼外销。
该基地位于九宫山镇畈中村，于
2015 年成立，总投资 5000 万元，主要
从事鲈鱼、南美白对虾、罗氏沼虾等
水产养殖、加工和销售，产品销往武
汉、北京、上海等城市。
该基地年产量 136 万斤，年收入
2200 万元，年利润 600 余万元，带动
23 家贫困户就业增收。
通讯员 陈立波 摄

加快推进绿色发展

动真碰硬

找准问题

曝光短板

通山脱贫攻坚第一次交叉检查效果显著
本报讯 通讯员王沁报道：
“ 从第
脱贫攻坚工作要求，检验 5 月“攻坚月”
一次交叉检查所反馈的情况看，检查组
工作成果，在 6 月 4 日至 15 日期间，通
做到了动真碰硬，真正找准了问题，曝
山县开展了脱贫攻坚第一次交叉检查
光了短板。通过交叉检查反映出少数
工作。通过交叉检查，互相找出脱贫攻
村基础较差，少数干部作风还很漂浮，
坚“三落实”
“ 两不愁、三保障”和“两率
这些老生常谈的问题值得大家深刻反
一度”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一
思。”在 7 月初召开的通山县脱贫攻坚第
步补齐短板，推动全县精准扶贫各项工
十一次会议上，通山县县委书记石玉华
作百分之百落到实处，确保顺利通过
充分肯定该县第一次交叉检查工作。
“省考”
，
如期脱贫摘帽。
据了解，为全面深入贯彻落实省市
此 次 交 叉 检 查 ，主 要 通 过 建 档 立

卡、基本台账、政策落实、帮扶人员、脱 “教育帮扶资金不到位”……十三个交
贫措施、政策宣传等到位情况，来检查
叉检查组组长动态汇报最后整理成册
全县 46 个贫困村、部分非贫困村脱贫攻
在脱贫攻坚第十一次会议上反馈。
坚情况。检查采取入户查看、问卷调
“及早发现问题并非坏事，此次交
查、实地查看、电话调查、查阅资料等相
叉检查可以说既暴露了问题也为今后
结合的方式进行。
工作明确了努力的方向，各乡镇、驻村
本本台账查漏找缺，村村入户询问
工作队要充分认识检查的目的和意义，
调查，政策落实检查到户到人，检查问
直面问题，主动作为，针对反馈的问题，
题细致入微，针对问题建议到位。
“扶贫
延伸分析、对号入座，切实抓好整改落
手册和基础台账存在错、漏、缺项现象”
实。”石玉华说。

在精准扶贫工作中，通山县积极探索“双保险、双产业、双
脱贫”的“三双”扶贫模式，获得点赞声不断 ——

“三双”
模式激活力
通讯员
年初，时任副省长周先旺在通山调
研时说，通山县的“三双”模式是真扶贫
扶真贫，
值得全省推广。
时隔半年过去，该县精准扶贫“三
双 ”扶 贫 模 式 又 有 什 么 新 成 绩 、新 成
效？近日，笔者到脱贫一线一探究竟。
“双保险”——
让贫困群众发展无风险
“ 有 你 们 撑 腰 ，我 没 什 么 可 怕 的
了”。5 月 15 日，通羊镇港口村养殖业
主谢立庆领到 400 元理赔款时，紧紧地
握住县人保财险工作人员的手。自去
年 9 月 30 日政府出资 3500 元帮他家投
保后，他目前已领到 12 笔理赔款 3900
元。
谢立庆是精准扶贫对象。为照顾
患病的父母，在外打工多年的他，去年
回乡办起养猪场。由于缺乏经验，120
头猪因发病接连死去 15 头。春节过后，
猪价行情突然下跌，每斤毛价从 8 元跌

王能朗 焦阳

至 6 元。
幸运的是，
谢立庆办养猪场时，
政府
为他办好了 10 万元免息扶贫贷，还办理
畜禽养殖综合保险。这种保险既保灾又
保价，
对因灾死的生猪按大小理赔，
对因
猪价波动造成的损失，
以每斤毛价 7.5 元
为标准，
损失多少赔多少。
“畜禽养殖综合保险是通山首创的
险种。”人保财险通山支公司经理张华
山介绍，去年年初，县委书记石玉华找
到他，提出建立“双保险”扶贫机制，在
推广常规农业保险的同时，开发收入指
数保险，
帮助贫困户抵卸市场风险。
经过测算后，张华山迅速向省公司
递交新险种开发方案。省公司经过市
场调查后，向人保财险公司递交可行性
报告，总公司在新险种后面加注“扶贫
专用”
四个字。
去年 6 月，人保财险与通山签“双保
险 ”投 保 协 议 ，县 里 投 入 157 万 元 ，为
3317 户贫困户养殖的 30456 头家畜承

户拥有
“双产业”。
“双脱贫——
让贫困群众激活内生动力

走进贫困户王细贵的新房里，一块
“勤劳致富示范户”的金色牌匾，格外引
人注意。
“这是乡党委、政府和村“两委”敲
锣打鼓送来的……这是我的光荣，以后
保，目前共理赔 1648 笔 772 万元。
我一定安心在家发展种养殖业，不再上
访了！
“ 大路乡扬狮坑八组贫困户王细
“双产业”——
贵对笔者说。
让贫困群众摆脱贫困更稳固
去年初，驻村扶贫工作队在入户走
在扶贫发展主导产业的同时，该县
访时，掌握到王细贵曾是个老上访户的
引导发展辅助产业，让每个贫困户都有
情况后，工作队员们多次上门了解她家
两个以上脱贫产业，避免因单个产业失
生产生活情况和真实想法，针对其实际
败导致返贫。
困难给予帮扶救助，并向她宣传产业扶
大路乡新桥冯村 31 岁的夏杏卷是
贫政策，帮助她争取 5 万元贴息贷款，
当
个能干人，但丈夫患重病，家庭陷入贫
年养猪 60 头，产生了良好的效益。今年
困。2016 年，精准扶贫驻村工作队和村
又帮她争取 10 万元扶贫贴息贷款，发展
“两委”依靠产业政策，帮她建起香菇种
孔雀养殖 500 只，现已脱贫奔上富裕路，
植基地，建起 75 个香菇大棚，当年就有
被乡党委、政府评为
“勤劳致富示范户。
回报，收入达三万元。为了抵御市场风
原来，在抓物质脱贫的同时，该县
险，乡党委书记程景家又引导夏杏卷挂
更加注重“精神脱贫”
“智力脱贫”
“志气
靠孔雀山庄在自家房屋后院搭起棚子
脱贫”。一方面，举办各个层次的技术
养孔雀 200 只，收入达二万多元。这样，
培训班，让 1100 多名贫困户掌握了种
她家一年有五万多元。
养技能；另一方面，大张旗鼓开展“脱贫
去年，全县新增孔雀、娃娃鱼等养
先锋”评选、
“家风家训”送匾等活动，在
殖种植基地 212 个，农家乐、电商服务
全县营造勤劳致富的氛围，培植持久内
站、光伏发电站 1600 多个，4511 户贫困
生动力。

本报讯 通讯员王沁、郭细军报道：7 月 6 日下午，
2018 年通山环保世纪行活动启动仪式在该县环保局六楼
举行，
今年活动的主题为
“攻坚污染防治，加快绿色发展”
。
启动仪式结束后，参加活动人员还通过参观视察水晶
园污水拦截总站、湖北景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县污水处
理厂、县垃圾填埋场等现场，对全县污染防治工作进行了
实地采访和现场监督。
今年活动主要围绕全县饮用水源上游环境污染防治
保护治理、城区黑臭水体治理、富水湖围网养殖拆围、禽畜
养殖污染、垃圾和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等重点环境问题整改
工作经验成效，挖掘、推介先进典型，促进环境突出问题的
整改，破解当前全县突出环境问题整改工作存在的困难和
问题。进而积极营造全社会重视、全方位参与、全民支持
环保的良好氛围，推动解决突出的环境问题，以舆论监督
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

大路乡开创就业创业机会

助推社会和谐稳定
本报讯 通讯员徐世聪、焦阳报道：
“喂，王老板，我是
王细贵，今年我想扩大养殖规模，想请您继续支持……”近
日，通山县源远养殖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文教接到了一个求
助的电话，让他感到非常欣慰。
王细贵是大路乡杨狮坑村 8 组贫困户，以前是个上访
户，在精准扶贫政策的感召下，在县乡村干部的倾情劝说
下改变了思路。去年下半年，她从王文教那引进 500 只孔
雀、500 只珍珠鸡，同时通过扶贫贷款，搭建了 50 多个养殖
大棚，附带养殖鸡鸭豚近 100 只、猪 40 头，成功摘掉了贫困
户的帽子，被乡里授予了“勤劳致富示范户”，从以前的“负
面典型”
一跃变成了人见人赞的
“正面榜样”
。
这是该乡产业助推平安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案例。
为助推社会和谐稳定，该乡推广宣传扶贫产业政策，鼓励
群众依山傍水，因地制宜开展种养殖产业，并加强技能培
训，方便群众创业。同时，
大力引进和培育农业龙头企业、
农
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推广“公
司+合作社+基地+农户”
等经营模式，
让贫困户就近就业。
目前，该乡发展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 160 个，通过挂
靠经营和造血培训等方式，带动贫困户 818 户 2618 人创业
就业，
有效缓和失地农民无出路问题，
促进了一方和谐稳定。

通羊镇农家书屋

为孩子撑起一片知识绿荫
本报讯 通讯员张远杰、赵冬平报道：
“我在做暑假作
业时遇到难题解不开，到社区图书室很快找到了参考答
案，对我启发很大，小小图书室为我们撑起了一片绿荫”。
7 月 6 日，通羊镇南门社区几名孩子对社区图书管理员说。
为丰富农村少年儿童的暑假生活，暑假期间通羊镇 29
个农家书屋全天候免费向学生开放，让孩子们在放假期间
学习娱乐两不误。
据介绍，通羊镇高度重视农家书屋这一文化惠民工程
建设，镇村图书室积极探索书屋的长效管理机制，通过补
充书籍满足各年龄段、各层人群的阅读需要，并通过“大手
拉小手”
方式，动员家长带着孩子共同参与读书活动。
如今，农家书屋不仅为全镇农民群众提供丰富的精神
食粮，
也为少年儿童提供了一个阅读和学习知识的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