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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兆锋
本报通讯员 朱桂林 赵永斌

在高唐的决策者看来，要打赢扶贫攻坚
这场硬仗，关键的一步是先要摸清村情民意，
选准扶贫好路子，早日让贫困户受惠脱贫。

办公楼顶建光伏电站

助村集体脱贫
村里不出一分钱、不占一分地，到年底就

能获得至少3万元的分红，这样的惠民大礼
包，让省定贫困村——— 赵寨子镇倪堂村村支
书赵永会，终于眉头舒展了。

啥惠民大礼能让倪堂村如此受益？原来，
这要得益于聊城市“双联共建”工作组在高唐
探索出的光伏电站项目。

该项目立足贫困村集体收入无政策支
持、无资金来源、无产业支撑“三无”实际，将
助力村集体增收作为目标，无需当地政府和
村集体拿一分钱，由企业投资在政府办公楼
楼顶建设光伏电站，所得收益由企业和贫困
村分成。倪堂村正是这一项目的受益者。“村
里有了钱，俺村的头等大事——— 省级非遗落
子舞传承也有希望啦！”赵永会一脸兴奋。

在高唐，和倪堂村一样首批受益光伏电
站项目的省定贫困村有18个。据聊城市“双联
共建”工作组负责人任海波介绍，该项目预计
年均发电量约50 . 47万度，年实现收益48 . 45万
元。出资企业与乡镇政府签订不低于20年的
合同，约定发电产生收益的分成比例。实施项
目的乡镇每年可分电价收入38 . 5万元，用于
省定贫困村集体增收，预计每年为每个省定
贫困村带来不低于2万元的稳定收入。

8个贫困村建起“驴银行”

5月17日，在姜店镇殷楼村万顺养驴专业合
作社的高档驴舍内，看着刚刚购进的21头小毛
驴，众多贫困户笑逐颜开。“已多年没有几头驴
的俺村又听到了驴叫，更没想到俺和村里的众
多贫困户能靠它脱贫。”重操旧业的61岁老养殖
户、合作社专职饲养员殷庆顺兴奋地说。

据殷庆顺回忆，殷楼村曾是远近闻名的养
驴村。近年来，因班子不稳和村里缺少致富项
目，殷楼村进入了省定贫困村的行列。正当村
民特别是贫困户们为找个好的增收途径犯愁

时，“精准扶贫”的春风吹进了殷楼村。在市委
组织部帮扶工作组及县镇的扶持下，殷楼村不
仅配齐配强了班子，改善了村容村貌，更重要
的是立足实际找到了养驴脱贫致富的好路子。

为将养殖风险降到最低，实现养殖效益
的最大化，殷楼村专门成立了万顺养驴专业
合作社，通过“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养殖模
式发展“驴经济”。贫困户每户补贴资金2000
元，以驴驹入股，合作社进行代养，养殖周期
结束按投资比例进行利润分红。“首批65头驴
前不久刚售出51头，收益37万元，使全村55户
贫困户户均每头驴净赚298元。肉驴一个养殖
周期4个月，贫困户每头驴年可分红千余元。

今年计划扩大养殖规模，力争存栏200头，不
出两年，村里所有的贫困户就都能脱贫。”村
支书李洪强信心满怀地说。

在积极培育和扶持下，农民合作组织和
龙头企业快速挑起了大梁。去年以来，该县在
殷楼等全县8个肉驴养殖示范村，扶持建起6
家肉驴养殖合作社，并引进了阿多宝肉驴养
殖公司等肉驴养殖龙头企业，为养殖提供统
一的驴驹购进、技术指导、饲草饲料、对外销
售等服务，目前已初步形成了“龙头企业＋合
作社+基地+农户”养驴产业化的格局。

据介绍，截至目前，全县发展规模化肉驴
养殖场11处，存栏2300余头，预计年出栏量可
达15000头，可为贫困户创造效益1800余万元。

295位贫困户签约旅游公司

高唐县姜店镇西郭村62岁的贫困户郭克
行，最近干起了新行当，成了一位给景区花草
浇水的园丁。“从家里到公司景区走不了两
步，整天给花草浇水，时间自由，活儿特轻松，
心情也好，每天还有七八十元的收入进了腰
包，俺做梦也想不到啊！”老郭乐呵呵地说。

郭克行是姜店镇创新精准扶贫模式，以
旅游产业为依托进行脱贫攻坚工作的受益者
之一。姜店镇共有451户贫困户，如何让这些
贫困户脱贫奔小康，牵动着土生土长的向阳
花开公司经理郭爱利的心。

向阳花开生态旅游有限公司目前正处于
发展建设中，前期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公司当
家人郭爱利拿出比普通工人每月多300元、零
工每天多10元的工资，邀请周边贫困户来此
打工。目前已有141户295位贫困户，与向阳花
旅游公司签下用工合同。

摸清实情 找准路子 聚力攻坚

高唐精准扶贫瞄准“靶心”

□记者 张宇鸿
通讯员 侯郑石 田彬 曰东 报道
本报齐河讯 6月12日，齐河县举行

“大义齐河·第三届最美齐河人”颁奖典
礼，对10名“最美齐河人”及20名“最美齐
河人”提名奖获得者进行隆重表彰，“大
义”精神更加深入人心。

“近年来，我们把‘大义齐河’建设作
为‘美德山东’建设和‘有德之州’建设的
基础工程，实施了道德模范选树、志愿服务
普及和好人文化培育三大工程，构筑起‘大
义齐河’精神地标。”县委常委、宣传部
长、统战部长李文豪说。

齐河县大力选树群众身边典型，在全县
开展“大义齐河·身边好人”——— “大义齐
河·齐河好人之星”——— “大义齐河·最美齐
河人”梯次推荐评选，在行业系统同时开展
“最美教师”、“最美医生”、“最美政法
干警”等系列评选，在未成年人中开展“大
义齐河·美德少年”评选，形成了以“齐河
好人”评选为主体、“最美系列”评选为补
充的评选体系。对评选出的道德模范大张旗
鼓地进行表彰奖励，实现“最美系列”月月
有表彰、全年无空档。县里设立了“大义齐
河·道德模范关爱基金”，使道德先模人物
有地位、得实惠、受尊重。

同时，县里出台志愿服务制度化的实施
意见和志愿者招募注册、培训管理和回馈激
励制度，成立了大义齐河志愿服务总队，所有
乡镇（街道）及文明单位都成立大义齐河志愿
服务分队，在全市率先实现了志愿服务体系
全覆盖。孟祥斌志愿服务队、爱心义工队等20
余个志愿服务组织开展了公益慈善、送文化
进社区、“我文明齐河文明”文明交通劝导等
服务项目，实现了志愿服务常态化、制度化。

县里成立“大义齐河”宣讲团，编印好
人文化教材。在未成年人中推进“文明有礼
美德少年”养成教育，在全县中小学开展
“四仪八礼”教育。公开向全国征集并发布

“大义齐河”标志（LOGO），编写《大义
齐河道德三字经》。创建“大义齐河”微信平
台，推进“大义齐河·善行义举四德榜”覆盖全
县所有村居、机关、学校、企业和城市社区。县
乡普遍建设道德长廊、广场、公园。整理齐河
历年来60多名道德建设先进人物和先进集体
的事迹，编印《道德的力量》一书。

如今，“大义齐河”已成为闪耀全国的
道德品牌和地域名片，每年涌现出300余名
“最美人物”，先后有26人入选德州市道德
模范，5人入选全省道德模范，1人入选全国
道德模范，2人入选中国好人榜，入选人数
居德州市第一。

□本报记者 张环泽
本报通讯员 杨 明

建立省内首个社区民警队伍

早在2012年11月13日，枣庄市峄城公安
分局继刑侦大队、交警大队、治安大队、经侦
大队等，又创新成立了全省首个社区警务工
作专业机构——— 社区警察大队，下辖8个中
队，共有78个社区警务室，108名社区民警，专
职服务居民。3年多了，情况到底如何？6月15
日，记者到峄城一些社区进行了采访。

谈到成立社区警察大队，局长侯伟告诉
记者，以前派出所也成立过社区警务室，但由
于派出所业务繁忙，很多社区民警经常被抽
调到派出所参与办案、巡逻、110出警等，因
此，不能全身心服务社区居民。鉴于此，社区
警察大队应运而生，直管社区民警，接受驻地
派出所业务指导。

峄城公安分局明确了社区民警5项工作
职责：开展群众工作、掌握社情民意、管理实
有人口、组织安全防范、维护治安秩序。同时，
也对派出所职责作出了规范，主要偏重协助
侦破刑事、治安案件，开展巡逻防控，110接出
警和户籍管理等。

按照城区3000人、农村5000人，全区设置
了78个警务室，共108名社区民警，城区警务
室设2名民警，农村警务设1名民警。

108名社区民警从哪里来？除了区里招录
的协警，39人来自分局机关。陈雷、卢萍、苗青
等社区警察大队骨干，都是自愿从政工、后勤
等部门到社区工作的。55岁的李福瑜等6人主
动申请从派出所所长位置退下来，当了一名
社区民警。

侯伟说，社区民警专职化、专业化，目的
是解决民警扎不深、留不住的问题，地熟、人
熟、情况熟，能够破解民警服务群众“最后一
公里”的问题，从而密切警民关系，夯实基层
基础，不仅促进公安工作开展，而且有利于党
委、政府各项决策落实和工作开展。

服务居民的“贴身小棉袄”

服务好首先要摸清辖区居民情况，争取
做到对每户家庭住址、人员情况张口就来。

鹭鸣山庄社区是峄城最大的社区，目前

已有2835户12781名居民入住。记者到该社区
警务室时，民警李福瑜正巧到丰源家园小区
居民胡信述家中走访，胡信述和爱人在外地
矿上上班，不常住想出租，李福瑜向他们解
释，出租房屋必须到社区警务室备案，便于掌
握租户情况。

除了对18名刑释解教等特殊人群情况了
解外，鹭鸣山庄社区3名社区民警对各户情况
也都了如指掌。

去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李福瑜开着电瓶
车巡逻到金海岸小区9号楼，听到“哗哗”水
响，跟小区保安逐户查巡，知道是一户姓程居
民。李福瑜打开电脑社区人员登记册，很快查
到了程家人的联系方式，开门后发现阳台水
龙头忘记关了。

阴平社区警务室民警苗青到胡庄村入户
调查时，看到村民魏明强身体残疾，常年卧床
不起，无法办理身份证。他立即赶回派出所，
叫上户籍员，带着相机，帮助办理了身份证。

一来二去时间长了，居民对社区警察陌
生感消除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都找社区
民警帮忙。

峄城公安分局政委徐吉洲说，群众的事
无小事，要专心致志办好，赢得居民的信任。

家住悠然居63岁的居民陈增华，帮助女
儿照看2岁小外孙。一天晚上9点多，他和老伴
的手机都在充电，在杭州工作的女儿打不进
去，以为家中出了什么事，便拨打了社区民警
的电话，民警赶到家中，陈增华与女儿通话后
解除了误会。

住在金海岸小区的枣庄学院教授田桂才
要回家过，他将家中钥匙放在社区警务室，民
警定期到家里帮他浇花。

阴平镇张庄村李姓村民近一半是亲戚，
有次要一起外出喝喜酒，他们便打电话给社
区民警王成辉，请他照看家。王成辉从上午9
点，直到下午4点他们回村，一直在村里巡逻。

据粗略统计，3年多来，社区民警接受群
众各类咨询3 . 3万余人次，代办公安业务8600
余次，开展上门送证服务9200余次，帮助居民
解决各类疑难问题5300余个。

群众安全感增强了

“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社区警务室
服务广大城乡居民，成为落实各项公安工作
的“定海神针”。

消防、车管、外管、危管、网管、物管进社

区，被称作“社区六进”，峄城公安分局又延伸
为“六+N”，食品药品安全、环境安全等进社
区，社区警务室不折不扣落实。

前不久，鹭鸣山庄社区警务室向居民开
展了枪支等危险物品管理宣传。第二天早上，
民警一上班，发现门口有一包东西，打开一看
是6枚子弹。

治理黄标车时间紧任务重，分局将3000
多辆任务交给社区警察大队。由于熟悉全区
40万居民情况，很快便完成任务，走在了全市
前列。

社区民警深入走访摸排，3年来采集各类
信息10万余条，提供各类案件线索1700余条，
破获案件300余起。

丰源家园小区居民向社区民警反映，8号
楼一户居民家，经常有穿着奇装异服的年轻
人开车前来串门。社区民警李福瑜蹲守了几
天，将车牌号全部记录下来。分局刑侦大队接
到线报后，一举打掉这个吸毒团伙，抓获贩毒
人员3名、吸毒人员近百名。

社区民警着力加强村居社会治安防范，
协调村居安装路灯270余个、视频监控320余
处，组建巡防队伍370余支。

斜屋村是有名的大枣专业村，大枣丰收
季节，经常发生偷盗大枣、电动车案件。社区
民警齐立峰建议村里成立100户农户参与的
红袖标义务联防队，村里安装了51盏路灯和
50多个视频监控。村支部书记陈勇介绍说，一
年多了，一起案件也没有发生过。

6月2日上午，阴平镇褚庄村村民程某，向
枣园社区民警齐立峰寻求帮助，原来程某与
邻居程某某因宅基地引发纠纷，两家几个月
争吵不断。齐立峰靠上去反复做工作，双方当
事人认识到了各自错误。6月7日，两家握手言
和，宅基地归属协商一致，一起可能因宅基地
纠纷引发的恶性事件得到化解。

3年多来，社区民警共化解类似这样的矛
盾纠纷2900余起。阴平镇派出所所长宋亚周
认为，社区民警夯实了基层基础，缓解了派出
所压力。今年前5个月，全镇刑事案件、治安案
件发案数与2012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了57%
和63%。

阴平镇的数字与全区基本一致，峄城各
类案件发案数明显下降，群众安全感增强了，
满意度大幅提升。据介绍，在枣庄市进行的社
会治安群众满意度调查中，峄城区一直位列
第一名。

枣庄市峄城区成立社区警务工作专业机构———

专职化社区民警近民更亲民

选树道德模范 普及志愿服务 培育好人文化

三大工程撑起“大义齐河”

□本报记者 程芃芃 马景阳 本报通讯员 冯萍

6月17日，烈日当头。记者来到淄博市张店区沣水镇东
高村。村民们介绍，张店区委宣传部派驻该村的第一书记王
婷婷平时不是入户走访就是到外面去跑政策、跑资金。“今
天去了区旅游局，想通过他们邀请市旅游局的工作人员来村
里考察下旅游条件，看看能否协调点扶贫资金。”

东高村是张店区的贫困村，交通不便，全村320户708口
人，13户贫困户，村集体只有租赁土地一项微薄收入，村办
公用房破烂不堪已成危房，村容村貌多年没变过样。

急匆匆赶回来的王婷婷不断和村民打着招呼。2015年5
月上任的她告诉记者，刚来时，村民和两委成员一看第一书
记是个女的，就觉得是来镀金的，干不了什么实事，很多事
情藏着掖着，并不告诉她。

王婷婷知道，必须秉持真心、耐心、爱心“三心法宝”和村
民打成一片。入村伊始，她给每户都留下自己的电话。通过对
村困难户、老党员等入户走访，在村头巷尾与群众倾心交谈，
发现了制约村经济发展的原因，也看到了致富奔小康的希望。

东高地区曾是革命老区，首个党支部和农民运动协会成
立于1937年，以该村致和堂药店为掩护，开展大量抗日和党组
织宣传工作，药店遗址在村委西侧，是极好的红色旅游资源。

王婷婷开始进行遗址的保护恢复工作。多方奔走筹措资
金，准备恢复革命先烈抗战救国的场景面貌，并广泛搜集当
时的革命遗物和设施。同时，组织村里的老革命、建国前老
党员对村里的革命历史进行回忆整理，整编成册，并制作音
像专题片进行广泛宣传，使之成为一个新的党性教育基地。

王婷婷刚来时，村里垃圾遍地，污水横流。她从基础设
施改造入手，在区委宣传部的支持和帮助下，累计协调政策
扶持资金和水泥等物资约25万元，对村办公用房进行全面修
缮，修建了文化活动广场；对村内的市级保护文物——— 东高
古井进行加高改造和美化；借全区城乡环卫一体化改革之
机，进行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实施一系列绿化、美化、亮化
工程，使全村面貌有了巨大改变。

村里的集体经济长期依靠土地租赁，租赁土地2000多
亩。王婷婷发现，土地租赁制度和合同存在很多不当之处，
承包金收取也不到位。她带领村“两委”研究制订合理的土
地租赁制度和合同。目前，村“两委”已与所有租赁土地的
企业重新签订合同，仅此一项，村集体增收20多万元。

□本报记者 李 明

广饶县陈官镇古家村是东营市60个省定贫困村之一，村
集体没有收入，党组织凝聚力不强，村各项事业发展落后，在
全镇26个村的考核排名中连年倒数。

东营市市委宣传部驻村第一书记蒋延琳，自2015年7月驻
村帮扶以来，实施党建强村、产业富民、强基利民、文化惠
民、文明育民等五大工程，各项帮扶工作取得了新进展。

72岁的老党员李子山，从村支书退休后，多年赋闲在
家，现在又重新上岗了。“蒋书记和我商量，给我安排了一
个新差事——— 村里的民事调解岗，主要职责是协助村‘两
委’化解邻里纠纷和各种矛盾。”说起自己的新工作，李子
山脸上堆满了笑容。不仅李子山重新上岗，有了新“差
事”，村里其他16名党员也都认领了自己的岗位，明确了工
作职责，而且公开了履职承诺。蒋延琳根据古家村实际，设
定了村务管理岗、助力脱贫岗、纠纷调解岗、产业发展岗和
公益服务岗等5个岗位，组织每个党员认领岗位，围绕岗位
和职责公开承诺，并在村宣传栏中公示，让每个党员把身份
亮出来，把服务承诺亮出来。

古家村的贫困户周东升今年53岁，有着泥瓦匠的手艺，日
子本来过得红红火火。2014年，他的妻子被诊断出胃癌，手术、
化疗等费用高达10万元。2015年9月，周东升自己又得了疝气，
也得手术。为此，蒋延琳先后7次到周东升家走访，为他从东营
奥通畜牧有限公司争取了3头仔猪，以“帮扶单位+公司+农户”
的模式帮助他发展养猪业。5月20日，蒋延琳又联系爱心企业
为周东升送去60只鸡苗，帮助他发展庭院养鸡。

5月22日，古家村文化大院屋顶薄膜光伏电站现场，工人
们正在安装汉能薄膜发电板。让村民津津乐道的是，这座投资
9 . 5万元的电站，村里仅掏了3 . 5万元。原来，这座电站是村里
与东营天星新能源公司共同出资建设，是全市第一个村企合
作的薄膜光伏发电站。

“咱不是
下来镀金的”

古家村的新鲜事

□赵永斌 林桂平 报道
赵寨子镇高寨子村办公室前安上扶贫光伏发电板。

□记者 张环泽 报道
阴平中队社区警察到田间地头宣传安全防范知识。

□本报通讯员 罗冰

近有叶庄西葫芦批发市场，远有北京新发地批发商，村
里也有了专职的蔬菜经纪人，平原县王凤楼镇的菜农们，再
也不担心“菜贱伤农”了。说起来，这还要从去年9月的省
派第一书记进京卖西葫芦说起。

王凤楼镇160多个蔬菜大棚，是省住建厅的7位第一书记
们驻村后，东杨、西杨、前卢和后王4个村开展的产业帮扶项
目。大棚种植以西葫芦为主，辅以有机菜花、西红柿、黄瓜等菜
品，发展一年多，逐渐成为当地村民增收致富的又一渠道。

当年9月，第一批75个早春拱棚西葫芦上市的时候，情况
并不妙。起初，陆续成熟的西葫芦，在5公里外的叶庄蔬菜
批发市场就可以卖到8毛钱一斤，可日采摘15吨的第一个高
峰时段一到，价格唰就掉到了4毛一斤。“种植户们第一次
种西葫芦，没有市场经验，抗风险能力弱，必须想方设法稳
定种植户的情绪。”眼瞅着西葫芦价格下跌，省派第一书记
工作组讨论决定：进京卖西葫！

“我们不指望第一书记能够解决，但第一书记们的这种
做法，给我们壮胆、让我们佩服。”东杨村第二小组组长杨
有成说，市场价格上不去是全国性问题，但第一书记和菜农
一条心的态度，让菜农没什么好怕的。

在菜农的纷纷参与下，10400斤西葫迅速组织了起来。
当年9月22日，王凤楼镇省派第一书记工作组派曲兴隆和杨
焕理两名第一书记押车，直奔北京新发地蔬菜批发市场。

从出发到回村，短短24小时，第一书记打赢了进京卖西葫
这一战。带队的两位“第一书记”一算：扣除代卖费、入场费、运
费等杂费，这10400斤西葫芦的结算价最终为每斤3毛3，高出
当天叶庄市场2毛5的收购价格1/3。

进京叫卖，是解燃眉之急，也为寻长久之计。第一书记借
这一机会，邀请北京新发地批发商来村考察，当即达成了十余
万斤的收购协议。慢慢的，第一书记也帮助培养出了村民中的

“蔬菜经纪人”，与北京的批发商对接，驻村收购，常态发货。
销路打开了，信心涨上来。目前，在第一批75个早春拱棚

的基础上，省住建厅王凤楼镇第一书记工作组在当地帮扶建
设的蔬菜拱棚已经达到了160多个。收入涨了，菜农笑了。

第一书记进京卖西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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