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2020年5月22日 星期五

第77期

刊名书法：田立杰
总 策 划：高明武
统 筹：吕慧欣
主 编：李英俊
执行主编：张 鹏
编 辑：拜利萍
版 式：车 璇
校 对：董 蕾
组 版：华保红

本报记者 王 颖

今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还面
临着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
大考、大战。面对困难和挑战，我市在全
省率先探索实施保险扶贫工作，借助保险
市场，构筑防贫防线，进一步彰显“防”
的预见性，突出“止”的针对性，下好防
止返贫“先手棋”，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这一做法，在全省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决战脱贫攻坚片区调度会上受到副省长武
国定的充分肯定。

我市坚持把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和
第一民生工程，紧盯目标、强化措施、精
准发力，脱贫攻坚工作取得扎实成效。截
至 2019 年年底，全市累计脱贫 10.29 万
人，190 个贫困村全部退出序列。脱贫之
后如何防止返贫，成为脱贫攻坚工作的关
键。

马村区安阳城街道东马村贫困户赵三
军一家5口人，因为没有一技之长，他和
妻子只能依靠种地供养3个孩子上学，家
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国家精准扶贫政策

实施后，他的孩子们享受到了教育补贴，
扶贫干部安排他学了一技之长，还给他介
绍工作，收入增加后他家实现了脱贫“摘
帽”。然而，2019年11月，赵三军突发脑
溢血，经过救治虽保住了性命，但丧失了
劳动能力，妻子要照顾他，还要照顾3个
孩子，一家人的生活陷入困境。

赵三军家的情况虽是个案，却具有普
遍意义。贫困家庭经济基础普遍薄弱，往
往经受不起天灾人祸、突发疾病的“风
浪”。去年以来，我市聚焦兜底线户，实
施扶贫救助保险，为全市 5643 名无业可
就、无力脱贫的贫困兜底线保障对象购买
了扶贫救助保险。该保险按照人均212元
的投保标准，对2019年度人均纯收入未达
到4828元的投保对象进行补差赔付，为贫
困群众筑起兜底保障“堤坝”。

2020 年春节过后，因为新冠肺炎疫
情，众多贫困家庭的劳动力失去了外出就
业机会，扶贫产业发展也受到很大影响。
市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立足“未贫先防”

“扶防结合”的要求，创新扶贫模式，借
助保险市场，有效放大财政资金使用效
应，优化扶贫开发资源配置，建立长效防

贫机制。我市与保险公司紧密沟通，制定
出台了《焦作市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关于设
立防贫保险的指导意见》，将边缘户、建
档立卡贫困户中人均年收入6000元以下的
非兜底线户 （含脱贫监测户） 确定为投保
对象，保障期限为1年。同时，按照2019
年全市新识别贫困人口数量放大15倍进行
框定，将2020年年内可能因病、因灾、因
学等原因导致年收入降至5000元以下的普
通农户也列入保障范围。

“再过一年闺女该考大学了，听说政
府出钱给俺家买了防贫保险，如果家里因
为孩子上学花销大返贫，保险公司每年最
高能赔1万元。”沁阳市王召乡冯翌村贫困
户赵五明高兴地说。

赵五明家3口人，他因股骨头坏死导
致肢体残疾，妻子没文化没技术，只能靠
种地为生，女儿在沁阳一中读高二。考虑
到赵五明家的实际情况，王召乡扶贫办将
其列为防贫保险的投保对象，为其购买了
2020年防贫保险。

保险扶贫为脱贫攻坚工作释放出长远
的民生红利。针对近年来的主要致贫因
素，防贫保险的保障范围涵盖因病、因

学、因灾和意外事故等领域。综合卫
健、医保、保险公司三方意见，明确具
体赔付细则，在投保年度内，因病救助
起 付 线 为 5000 元 ， 每 人 最 高 赔 付 8 万
元；因学救助起付线为 8000 元，每人最
高赔付 1 万元；因灾救助起付线 1 万元，
每户最高赔付 3 万元。防贫保险投保对
象因意外事故发生就医行为的，参照因
病救助标准进行赔付；因财产损失过重
返贫、致贫的，参照因灾救助标准进行
赔付；若身故，赔付 3 万元，致残则按
致残等级进行赔付。

值得一提的是，结合新冠肺炎疫情
对贫困劳动力就业造成的不利影响，在
因灾救助部分，防贫保险专门增加了一
项，对因蝗灾、公共卫生传染病疫情等
影响外出就业、家庭收入的投保对象进
行救助，提升防贫实效，达到精准防贫的
目的。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重脱贫更要防返
贫。我市全面实施保险扶贫工作，构筑扶
贫救助和防贫防线，在困难群众未贫将贫
时拉一把、托好底，为打赢脱贫攻坚收官
战贡献了焦作智慧和焦作力量。

巩固脱贫攻坚战果 下好防止返贫“先手棋”
——我市全面实施保险扶贫工作扫描

本报讯 （记者李英俊 通讯员贾黎
明、耿福生）“我前天向医保局申请重症
慢性病鉴定，当天就鉴定了，拿到就诊手
册后到定点医院买药就给我报销了。医保
局为我们贫困群众办事真贴心！”5 月 13
日，孟州市赵和镇西小仇村贫困群众梁某
说。

据了解，梁某患有较重的慢性病，
鉴定为医保重症慢性病后，当天他在定
点医院买药花费 122.4 元，医保报销了
104元。

因病致贫人员是孟州市建档立卡贫困
群众中最困难的群体，本就家庭困难，患
了病更是雪上加霜。该市医保局在全力推

进脱贫攻坚工作中，认真落实“两定制兜
底线”医保精准扶贫政策，结合工作实
际，为贫困群众看病报销开辟三条“绿色
通道”，让他们更加快捷地享受到实惠的医
保扶贫待遇，真正实现贫困群众基本医疗
有保障。

开辟建档立卡贫困人员重症慢性病鉴
定“绿色通道”。贫困群众若患有门诊重
症慢性病 29 个病种内疾病，可随时向医
保部门申请，医保部门随时进行鉴定，符
合条件的随时发放医保重症慢性病就诊手
册，随时纳入医保信息系统管理开始享受
待遇。今年年初以来，孟州市新鉴定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 34 人，已全部纳入重症慢

性病待遇享受范围，目前累计鉴定 590
人。

开辟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县域内就医报
销救助“绿色通道”。贫困群众在孟州市范
围内25家定点医疗机构看病均可享受“3+
3”的“一站式”结算，就医或购药的医疗
费用经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大病补充保
险三重医保报销和医疗救助、托底救助、
慈善救助三重救助后，个人仅需负担不到
10%的医疗费用。截至 4 月底，“一站式”
服务“绿色通道”共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兑现医保扶贫报销待遇2021人次，发生医
疗费用 689.11 万元，实际报销 636.89 万
元，实际报销比例92.42%。

开辟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县域外就医报
销救助“绿色通道”。为方便贫困群众在县
域外就医及时享受相应的报销救助，孟州
市对贫困群众在该市以外住院发生医疗费
用的信息，就诊医院对基本医保部分即时
结算后，医保局利用医保系统每月进行一
次筛选整理，发送给各乡镇卫生院，由各
卫生院逐人通知本辖区在县域外就医的贫
困群众，就近到卫生院领取医疗救助和财
政托底待遇。截至目前，县域外就医报销
救助“绿色通道”共为贫困群众兑现报销
救助待遇 32 人次、26 人，发生医疗费用
104.97 万元，实际报销94.5万元，实际报
销比例90%。

基本医疗有保障 医保待遇更实惠

孟州市为贫困群众开辟医保扶贫“绿色通道”

本报记者 王 颖

这几天，马村区演马街道
油坊蒋村贫困户康小保家的一
车西瓜被“一抢而光”成了乡
亲们热议的话题。

西瓜为何被“抢”？这与马
村区科工局派驻油坊蒋村第一
书记王小波有关系。

为了增加家庭收入，4 月
份起，康小保采购水果到村周
边销售。5 月 15 日，他采购了
一车西瓜正在卖时，突然接到
母亲的电话，他的父亲不慎又
一次摔伤了。康小保慌了神，
因为父亲在春节前那次的摔伤
还没完全恢复。他匆匆赶回家
把父亲送到医院，经过检查，
摔伤致使老人脊柱错位，需要
手术治疗。母亲年龄大且身体
不好，在医院照顾父亲的任务
落在康小保身上。

王小波得知康小保父亲住
院的消息，第一时间到医院看
望。“医院这里离不开人，我刚
拉的一车西瓜还在家里，时间
长就坏了。”康小保说出了自己

的忧虑。
“放心吧，西瓜我来帮你

卖。”王小波说。
然而，隔行如隔山，四处

吆喝卖西瓜这一招对王小波并
不适用。起初，他考虑通过微
信朋友圈销售，但这样还需要
配送，耗时又耗力，村里的扶
贫工作也到了冲刺阶段，他也
没时间这样做。他积极与所在
单位沟通，经马村区科工局联
系，爱心企业焦作市鑫恒重工
机械有限公司发动职工献爱
心，购买了康小保家的全部西
瓜。

一车西瓜从康小保家拉出
来，然后空车返回，仅用了一
个多小时。乡亲们看到西瓜这
么快就被“一抢而光”，纷纷议
论起来，了解情况后直夸王小
波热心肠，为群众排忧解难。

5 月 18 日，王小波把 1600
多元钱送到康小保手中。康小
保激动地连连道谢：“你们给俺
家帮了这么多忙，这恩情我都
记心里了。等俺爹出院后，我
一定加油干，早日脱贫致富奔
小康。”

扶贫干部“卖西瓜”

本报记者 郭嘉莉

“这路修得太好了，以后出
门就方便多了。”昨日，走在新
修好的入村道路上，孟州市赵
和镇胡村的村民喜笑颜开。这
是孟州市交通运输局驻胡村帮
扶工作队倾情帮村里办的实事
之一。

胡村是省级贫困村，交通
十分不便，进出村的唯一道路
因年久失修，路面坑洼不平，
雨天泥泞难行，严重影响了村
民的生产生活。要想富先修
路。作为胡村对口帮扶单位，孟
州市交通运输局充分发挥行业
优势，从修路着手，多方协调资
金48.6万元，把唯一的进出村道
路修建一新。该局还对村里所
有的田间道路进行了整修，泥
泞的土路全部修成了水泥路。

如今，行走在新修的入村
道路上，路两旁的海棠、石榴
树映着金黄的麦田，让人心情
舒畅。对胡村的村民来说，这
不仅是一条便民路，更是一条
致富路。“村民出行方便了，外
出务工的人也随之增多，全村
老百姓干事创业的劲头更足
了。”驻村第一书记王光屹说，

“想要帮助贫困群众真正发家致
富，必须为他们谋一个好产

业。”驻村工作队经过充分调
研，根据村里实际，依托现有
中药材种植规模，因户因人施
策，为贫困户量身定制了精准
有效的帮扶措施，落实享受各
项政策。

为提高村民种植中药材的
积极性，驻村工作队组织村民
到周边药材种植大户、制药企业
以及农技部门参观了解情况，并
为该村制订了中药材种植发展
规划；举办中草药实用技术培训
班，聘请农业专家为胡村群众免
费进行中药材种植技术、病虫害
防治方法以及成品加工知识培
训，有效推进产业发展，带动贫
困群众脱贫致富。

驻村帮扶队还做了很多便
民利民的好事、实事：免费为
村里65岁以上老年人办理老年
公交卡；清理村里多年的陈旧
垃圾，改善村容村貌；新修了
文化广场，建立党员活动室，
丰富村民的日常文化生活……

“王书记，天下着雨，俺不
方便接孩子，你帮俺接一下
吧。”“俺家厨房漏水了，你来
帮俺看看吧。”贫困群众家里一
有困难，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王
光屹。王光屹对此乐此不疲，
在他看来，这是村民对他和驻
村工作队帮扶工作的最大认可
和肯定。

修路帮扶暖民心

本报记者 朱晓琳

5 月的沁阳市常平乡前和
湾村，连绵起伏的山岭沟壕，
野花片片，青果簇簇，美得像
一幅画。

五一期间，前和湾村首届
黄玫文化节正式启动。沁阳市
作家协会、摄影家协会、美术
家协会和书法家协会的专业人
士相聚前和湾村，用艺术家的
手法表现自然生态之美。来自
郑州、洛阳、开封的 400 多名
驴友也先后慕名而来。

这个曾经头顶贫困帽的小
山村，近年来在沁阳市委组织
部的结对帮扶下发生了天翻地
覆的变化。全村建档立卡贫困
户 28 户 97 人，2019 年年底全
部脱贫。

前和湾村的古朴风情吸引
着艺术家和驴友，现代和原
始、文明和落后，在这里碰撞
交融。每到周末，到村里游玩
的游客和驴友一大早就三三两
两进村了。该村驻村第一书记
孙胜利一边帮忙接待游客，一
边介绍：“这里有雍正年间修建
的古井和古庙，还有 350 岁的
古杨树；这里有抗战时期抗击
日军修的阻击阵地工事，有村
民躲避日军追杀的古洞；村东
有一条峡谷被称为桃花谷，植
被茂盛，桃花盛开，映衬着层
层梯田，错落有致；这里有远

古时代留下的古动植物化石
山，有曾经野猪出没的野猪
沟，有长满山韭菜的韭菜岭，
还有黄色的连翘花、红色的野
桃花和野刺玫……我们围绕乡
村旅游作好规划，挖掘自身资
源，为游客提供‘望得见山、
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旅
游体验。”

该村决定打造集民俗旅
游、假日休闲、户外健身于一
体的驴友之家，在网络上发布
信息欢迎驴友到村里探险。围
绕抗战文化、化石文化、三线
建设文化和拔山韭菜、赏山
花、吃野菜主题设计开发户外
徒步路线，有老少皆宜的休闲
线，可以赏花观景，也有攀山
越岭的“累人”线。驴友们不
仅可以吃到农家大锅饭、采购
土特产，还可以免费使用野营
野餐场地。

“我们刚刚开始搞乡村旅
游，最近就有 600 多名户外爱
好者分拨而来。周末游客多的
时候，村里还专门让 4 户脱贫
户帮着做大锅饭，每户一天工
资 100 多元。村民路占宝一个
周末就把以前积压的蜂蜜等土
特产卖完了，赚了 500 元，这
些都让村民感到很震撼。村委
会正在考虑建个绿色植物长
廊，种点葡萄、丝瓜、豆角，
让游客们体验采摘乐趣，让村
民以股份制入股拿分红！”村党
支部书记张志飞说。

前和湾村的蝶变

➡5月20日，马村区茁
成生态农业示范园区花盈多
肉培育大棚内，工作人员正
在管理生长的多肉植物。该
培育区总投资 200 余万元，
承包 4 个温室大棚，带动 7
名群众务工，其中贫困人员
2名，每人每月收入不低于
2500元。

本报记者 宋崇飞 摄

⬅5月19日，修武县五里源乡南庄村观光农业采摘基地大棚内种植的
彩虹西瓜长势喜人。该村累计打捆利用产业扶贫资金150万元、驻村第一
书记扶贫资金25万元和发展集体经济试点资金160万元，建成了拥有29
座大棚，以蔬菜、瓜果采摘为主的南庄绿园生态农业体验中心，带动贫困
户脱贫致富。 本报记者 翟鹏程 摄

⬆5月20日，沁阳市昊诚专业种植合作
社连体蔬菜大棚，社员在采收豆角。该合作
社连体蔬菜大棚是沁阳市柏香镇扶贫项目，
总投资75万元，建成占地2公顷日光温室1
座、智能育苗温室1座，使该镇36个非贫困
村的153户贫困户参与分红增加收入。

本报记者 杨 帆 摄

⬇5月18日，位于中站区龙翔街道西张庄村的焦作市华岳陶瓷有限公
司，工人正在车间生产出口陶瓷用品。该公司是中站区精准扶贫产业基
地，利用扶贫资金改造升级陶瓷生产设备、扩大产能，为周边村民提供了
200多个就业岗位，每年还为贫困户分红30万元。

本报记者 翟鹏程 摄

⬅昨日，村民在武陟县大虹桥乡南张村的桃树园内给桃子进行套袋。
该乡素有“林果之乡”美称，林果种植不仅帮助群众脱贫致富，还带动贫
困户就业增加收入。

本报记者 宋崇飞 摄

●5月18日，修武县“成就万名村
播，助力乡村振兴”直播带货培训会在七
贤镇“直播小镇”开讲，20余名建档立
卡贫困户和残疾人参加培训。培训从抖音
基础课程、剪映操作培训、成熟主播分
享、现场直播演示等几个方面展开，通过
线上基础培训、线下手把手实操，帮助参
训人员学习网络直播销售农特产品的有关
知识，帮助其掌握一技之长，激发贫困群
众的内生动力，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5月12日，沁阳市召开驻村工作
推进会，对进一步深化驻村帮扶、加强驻
村工作纪律、开展驻村工作队业务知识大
比武等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强调，要
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围绕年度脱贫攻坚
工作目标，在做好剩余减贫任务“扫尾”
工作的同时，谋划建立防贫长效机制，谋
划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项目，增强产业
“造血”功能和发展后劲，确保圆满完成
脱贫攻坚的各项目标任务。

●5月12日，中站区领导一行先后
深入府城街道店后村、许衡街道东王封
村、龙翔街道赵庄村，调研脱贫攻坚工
作。调研组要求，各级各部门和相关责任
人要提升思想认识，坚持问题导向，理清
工作思路，全面系统梳理脱贫攻坚工作开
展情况，切实做好自检自查工作，真正做
到查漏补缺、整改提升。要切实增强责任
意识，改进工作作风，提升能力素质，坚
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脱贫攻坚，多
措并举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收官战。

●5月 10日下午，马村区召开第8
次脱贫攻坚工作调度会，传达省脱贫攻坚
成效考核有关情况，就资料准备、干部访
谈、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
站位，坚定信心决心，精准精细落实好各
项措施；要坚持项目带动，加快推进扶贫
项目建设进度，科学组织实施，使其早日
建成见效；要用足用活金融扶贫政策，促
进带贫企业健康发展，为脱贫攻坚提供有
力支撑；要完善工作机制，建立健全贫困
人口兜养、防返贫监测等机制，坚决做到
“四个不摘”，切实把防止返贫摆在突出位
置抓紧抓好。

本报记者 王 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