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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企包百户”精准助脱贫
——孟村回族自治县辛店镇创新精准扶贫工作的调查

1-4月

55个重大战略支撑项目
完成投资 94.06 亿元

□记者 王雅楠

“我特别感激政府和企业，每月会
帮助我们800元。我今年75岁了，脑部
曾动过大手术，现在不能干体力活。老
伴儿耳朵什么也听不见，腰病很严重，
常年吃药。家中 4 口人一起生活，没有
什么经济来源。”近日，孟村回族自治
县辛店镇挂甲林村村民李金盈告诉前
来采访的记者。他拿出一份标有“精准
扶贫百企包百户”字样的存折，“这800
块钱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买药、吃饭，
起了很大作用。”

李金盈所说的企业，是在辛店镇
开展的“百企包百户”活动中负责对接
他家的华涛管道制造有限公司。

2018 年 5 月，孟村回族自治县辛
店镇结合精准扶贫面临的问题和当地
的自身优势，创新扶贫方法，开展了精
准扶贫“百企包百户”活动，政府搭台、
企业奉献，107家企业和 107户贫困家
庭、共 220 人结成帮扶对子，对贫困群
众帮一把、扶一程，确保其在小康路上
不掉队。

活动开展一年来，辛店镇建档立
卡贫困户人均增收 2400 元，生活水平
有了较大提高，企业的积极参与营造
出了人人关心扶贫、人人参与扶贫的
社会氛围。

近日，记者走访了部分企业与贫
困户。

一个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的爱心平台

“像李金盈家这样的贫困户不是
个例，镇上剩余的贫困户绝大多数为
深度贫困户，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
力。大幅度增加贫困家庭收入，人均年
收入达到 3400 元脱贫标准困难重重。
我们就想着怎样创新扶贫方法。”辛店
镇党委书记刘国练介绍，2018 年 4 月，
县委常委扩大会议提出各乡镇要结合
自己乡镇的特点，创新扶贫模式，巩固
提升扶贫成效，把扶贫工作落到实处。

回去后，辛店镇党委政府就开始
琢磨，辛店镇享有“中国弯头管件第一
镇”的美誉，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
镇域内管道管件企业达 700 多家，其
中固定资产超亿元的企业8家，超千万
元的企业40余家。同时，广大企业家致
富不忘回报社会，主动履行社会责任。
2016 年 5 月，县乡村成立了“爱心协
会”，对因灾、因病致贫返贫的特困群
体和优秀贫困生给予救助。辛店镇爱
心协会成立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就募集
资金 41.7 万元。此外，村级爱心组织也
积极对困难群众进行帮扶，全镇上下
形成了扶危济困、助人为乐的浓厚
氛围。

“有这么好的产业基础、献爱心基
础，也为开展精准扶贫‘百企包百户’活
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刘国练说，“点
子有了，立即行动。我们马上联合县经
济开发区、县工商联、团县委、县青年企
业家联合会，根据各自优势做了大量的
筹备工作。通过发放倡议书、大喇叭广
播、微信传播等，在辖区企业中积极宣
传精准扶贫‘百企包百户’活动。让我们
没想到的是，各企业都非常积极地响
应，愿意参与此次活动献爱心。”

2018 年 5 月 20 日，精准扶贫“百
企包百户”活动启动仪式举行。活动本
着“企业自愿、量力而行、精准帮扶、精
准脱贫”的原则，精心挑选了效益好、
信誉高、帮扶意愿强的 107 家企业参
与活动，组织和引导爱心企业对 107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对接。经过调研，根
据企业的承受能力，贫困户的基本生
活保障需求，明确了简便有效的资助
方式。自 2018 年 5 月开始，确定每月
21 日为帮扶金集中拨付日，向贫困户
每人每月发放帮扶金 200 元。“我们就
是想成为企业与贫困户之间的桥梁，
为企业搭建一个献爱心的平台。”刘国
练说。

一座政府搭建的帮扶桥梁

5 月 18 日，来到河北汇科钢管有
限公司，门卫师傅王长明将记者拦下，
当说明来意，他将记者拉到一旁非要
说两句。

“我也是贫困户，今年 63 岁了。老
伴儿患病常年卧床，儿子、儿媳也患有
重病。我特别感谢公司给我提供的这个
工作岗位，我已经在这里干了4年了。”
王长明说，“就我这岁数，到哪儿找活都
困难。知道我难，公司让我在这里干，我
也能干些力所能及的活，一个月领
1300元的工资。我感觉特别温暖。”

见到河北汇科钢管有限公司总经
理樊希圣，他正在叮嘱会计，这个月别
忘按时向贫困户发放帮扶金。活动刚
开始的时候，樊希圣对接的是王林村
张连发一家5口人。张连发患有免疫性
脊髓炎，双侧股骨头坏死，家中有 3 个
孩子，没什么经济来源。

“企业做到现在，我一直想着回报
社会，履行社会责任。但是去帮谁，如
何帮，很盲目。当我听说‘百企包百户’
这个活动的时候，就报名了，并与张连
发一家结了对子。”樊希圣说，“这种扶
贫方式精准，直接打款给贫困户，企业

对爱心款的去处一目了然。我是青年
企业家联合会的会长，在第一时间召
集了 40 多家的企业负责人说这个事。
很多企业积极性非常高，要参与进来。
我是会长，应该起带头作用。”

今年3月，樊希圣听说又有新纳入
的贫困户，就主动要求再帮助一户，他
挑选了卜落桥村的张福顺一家6口，张
福顺得脑垂体瘤，半身不遂，带着 5 个
未成年的孩子。

“我做的是小事，只是尽了自己的
一份社会责任。咱平时少抽条烟、少喝
顿酒，这个钱不就有了嘛。可是对于贫
困户来说，这笔钱可以为他们解决很
多的问题。这是传递正能量的事，我的
家人也非常支持我，我也想为孩子树
立榜样。”樊希圣说，“在我的影响下，
我大哥、侄子都对接了贫困户。我觉得
这种活动很实在，政府为我们和贫困
户之间架起了一座帮扶的桥梁。”

河北华洋钢管有限公司帮扶的是
代林村朱书奎一家 6 口，夫妻年迈，儿
子儿媳及孙女均有残疾。该公司总经
理张建奎对记者说：“‘百企包百户’这
一活动一开始，我就开始参与，镇领导
是下了功夫的，为了让活动落到实处，
成立了精准扶贫‘百企包百户’领导小
组，班子成员每人分包10户贫困户，担
当企业与贫困户之间帮扶对接的‘联
络员’，协调解决企业和贫困户在帮扶
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为了抓牢帮扶对
接工作，镇上核实、整理出 107 户建档
立卡贫困户包括户主姓名、年龄、住
址、家庭成员、致贫原因等详细情况，
制成帮扶对接卡供企业自主挑选，我
们确定帮扶对象后，由辛店镇政府负
责及时纳入帮扶台账。对接卡一式三

份，签字盖章后由爱心企业、贫困户、
镇政府各留存一份。”

一条助力稳定脱贫的成功之路

今年 37 岁的郝金荣是牟庄村人，
13 岁时患有肾炎，曾在北京治疗。27
岁时，病情恶化，患上尿毒症，每星期
透析两次，不能干重体力活。这场重
病，将家里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了妻
子刘晓辉身上。

5 月 18 日，在河北力军力家具制
造有限公司的缝纫车间内，记者见到
了刘晓辉。

“我特别感激政府和企业，从去年
开始，沧州友发管道装备有限公司每
月为我们家打 600 元钱。这笔钱可能
对于别人来说，并不算多，但可以减轻
我们家的很多生活压力。前些年，因为
照顾丈夫和孩子，我断断续续地到河
北力军力家具制造有限公司打工，当
公司知道我家的情况后，一直为我保
留着工作岗位，去年也是优先录用了
我。”刘晓辉抹着眼角的泪水说。

如今，刘晓辉打工能挣到稳定的
工资，企业每月给 600 元帮扶金。郝金
荣现在每星期可以透析3次，身体状况
也比较稳定，在表弟的工厂里做一些
简单的记账工作。

“政府和企业是真把我们这些贫
困户放到心坎上了，给了我生活的信
心与希望。有人想着咱，让我感觉到在
脱贫的路上不再孤单，”刘晓辉再次掉
下了眼泪。

“百企包百户”活动原则上是一企
帮一户，鼓励有实力的企业一企帮多
户，也可以多企帮一户，鼓励各企业采
取多种形式多种途径帮扶贫困户，并
建立脱贫长效机制。

辛店镇将未得到帮扶任务的30多
家企业纳入爱心企业储备库，作为帮
扶对接候补企业。建立了“百企包百
户”活动群，爱心企业负责人全部入
群，政府和企业、企业和企业间交流互
动效果良好，爱心企业提出了 20 多条
切实可行的建议。

同时，辛店镇建立了帮扶对接“月
核查”制度，帮扶对接“联络员”负责联
系建档立卡贫困户，核实每月帮扶金
是否到位，未到位的由联络员负责协
调解决。因特殊原因不能履行帮扶责
任的，其帮扶资格由候补企业递补，确
保帮扶对接不出空当。

目前，辛店镇已形成了产业扶贫、
就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的格局，
为贫困户稳定脱贫打下了坚实基础。

本报讯（记者王雅楠）日前，沧州市
出台《沧州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行动方
案》，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作为重要的
民生工程、生态工程，因地制宜，坚持污
染治理与资源利用相结合、工程措施与
生态措施相结合、集中处理与分散治理
相结合，采取纳入污水管网、联村集中
治理、分村分户治理等方式，梯次推进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力争到 2020 年，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达到 1600 个村，农村
生活污水乱排乱放得到有效管控的村
庄达到 4028 个村，全市农村人居环境
和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重点治理范围为环境敏感和人口
相对集中的1553个村庄：包括242个规
划纳入城镇（园区）收水管网的村庄，4
个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内
村庄、252 个二级保护区内村庄，350 个
设立省级河湖长的河湖管理范围内的
村庄，以及 705 个青静黄排水渠、子牙
河、北排河、南排河等 10 条重点河流沿
线村庄。

各县（市、区）根据方案，结合实际制
定本辖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行动方案；

全面调查收集区位特点、人口、供排水设
施、处理现状及排放去向等相关资料，在
摸清底数基础上，以村为单位制定县级
实施方案，重点明确工作目标、重点任
务、责任分工等内容，并组织实施。

提倡农村生活污水“应收尽收、应治
尽治”。通过“以城带村”“以镇带村”“以
园区带村”等方式，推动城镇污水管网向
周边村庄延伸覆盖，将临近县城、镇街、
开发区（园区）等市政管网规划覆盖的
242 个村庄的生活污水，纳入污水处理
厂处理。1358个村庄采取集中处理或分
散治理模式进行治理，其中在离城镇较
远、常住人口密集、经济较发达的村庄，
铺设污水收集管网，建设集中式污水处
理设施；对居住分散、人口规模较小、地
形条件复杂、污水不易集中收集的村庄，
采用三格式化粪池、净化沼气池、小型净
化槽等方式进行分散处理。各县根据以
上原则制定村庄治理清单。

引导村民树立节水意识，自我约
束、自我管理、自我提高、自我改善人居
环境，鼓励开展农村生活用水计量计
费，减少生活污水源头排放。优先考虑

资源化利用，提倡原位消纳，鼓励农村
生活污水采取厕所黑水、盥洗灰水分离
治理模式，提倡厕所黑水通过化粪池、
净化沼气池等处理后，用做农肥、沼气
等资源进行综合利用；灰水经处理达到
标准后可回用于农田、林草灌溉及庭
院、景观用水等。

统筹乡村振兴战略、美丽乡村建设、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工程，结合新农村建
设、易地搬迁、农村改厕等工作，结合乡村
建设规划，根据村庄格局、地形地貌等合
理确定污水管网（沟）布设方案，利用现
有沟渠收集村庄污水时，应采取密封措
施。加快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处理配套管
网建设，与新建污水处理设施配套的管
网须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验收。

按照全省推荐的低成本、低能耗、
易维护、高效率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处
理技术，组织县（市、区）选择应用。各县

（市、区）加强供排水情况调查，严格落
实节约用水相关规定，合理确定农村污
水处理建设规模。对新建的农村生活污
水处理设施，采用一体化打包、分区域
打包、多项目打包等多种形式，统一开

展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工作。充
分运用市场化手段，坚持“谁投资、谁运
营、谁受益”，优选资信好、投融资能力
强、处理技术专业的企业。

强化黑臭水体整治，加强农村坑塘
水系治理、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等，以房
前屋后河塘沟渠、排水沟为重点，实施清
淤疏浚、岸坡整治、水系沟通、生态修复
等综合措施，恢复水生态。坚持控污与治
污并重，将临河傍湖农村水环境治理纳
入河长制、湖长制管理，明确各级河长监
管责任，保障河湖水体环境质量。

推行城乡污水处理统一管理制度，
建立县级政府为责任主体、乡镇政府为
落实主体、村级组织为管理主体、农户
为受益主体以及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
为服务主体的“五位一体”城乡生活污
水运行管护体系。建立基于污水处理绩
效的付费机制，实现从“买工程”向“买
服务”转变，完善市场准入机制，加强对
第三方运维机构监管和考核，提升第三
方运维机构的运维水平。鼓励先行先
试，探索建立住户付费、集体补贴、财政
补助相结合的管护经费保障制度。

本报讯（记者王雅楠 通
讯员高鹏）今年以来，沧州市把
抓高质量项目作为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有力支撑，进一步创新
理念抓项目、招商引资抓项目、
塑造产业抓项目、改进方法抓
项目，精心组织，科学调度，提
速推进项目建设。1—4 月，55
个重大战略支撑项目完成投资
94.06 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
33.17%。

这 55 个重大战略支撑项
目中，明珠海陆油输送系统、大
化 10 万吨 PC 等 8 个计划新开
工项目开工建设。明珠服饰文
化创意产业园研发中心、展示
中心竣工，园中园一期已入住
服装企业 200 余家，二期、三
期、标准化厂房建设接近尾声，
已签约 1000 多家面辅料商户、
3000 多家服装加工企业；北京
生物医药产业园已有 63 个项
目取得土地手续，4月底竣工及
在建项目 41 个，22 个项目正在

办理开工前期手续；京津冀国
家再制造产业示范基地产品交
易中心、旧件交易电子商务中
心、产品体验中心投入运营，产
品研发中心示范生产线、中试
基地、检验检测中心、再制造大
厦主体基本完工。中东欧 16
国商务中心项目，正在加紧办
理前期手续。

39个省重点建设项目加快
推进。1—4月完成投资40.5亿
元，完成年度计划的 25.42%。
11个竣工保投产项目中华为云
计算、中泊防爆等5个项目进入
项目建设后期，8个计划新开项
目中明珠海陆油输送系统、天
集化工等6个项目已开工建设。

200 个市重点项目建设提
速 。 1—4 月 实 际 完 成 投 资
102.58 亿 元 ，占 年 度 计 划 的
22.52%。100 个计划新开项目
中已有北京利和知信、泰地液
化码头、长立汽配再制造等 56
个项目开工建设，开工率56%。

本报讯（记者王雅楠 通
讯员张肖微）近日，沧州市市场
监管局组织开展了儿童和学生
用品安全守护行动，以加强儿
童和学生用品质量安全监管，
提高儿童和学生用品质量水
平，为营造良好的健康成长环
境撑起“保护伞”，此次活动将
持续至12月底。

此次安全守护行动将聚焦
四个重点。一是聚焦儿童玩具，
重点检查塑胶玩具、金属玩具、
弹射玩具等6类列入CCC认证
目录的产品，重点检测增塑剂、
可迁移元素超标等化学性危
害，以及小零件、危险锐利尖
端、绳索等物理性伤害，重点查
处牙签弩、口袋弹弓等危险玩
具，不符合强制性标准要求的
产品，“三无”产品及假冒伪劣
产品。二是聚焦学生文具，重点
检查记号笔、中性和油性圆珠
笔等书写类文具，水彩笔、蜡笔
等美术类文具，固体胶、液体胶
等胶粘类文具，橡皮擦、涂改液

等修正类文具。重点检查苯系
物、可迁移元素、游离甲醛超标
等化学性危害。三是聚焦校服
产品，加强对中小学生校服产
品的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检测
甲醛、PH 值、可分解致癌芳香
胺等安全性能指标，组织开展
学生服质量监测行动，推动采
购单位将招标采购产品的标准
技术条件和质量要求纳入合同
文本。四是聚焦校园跑道原材
料，重点抽查用于建设校园跑
道的塑胶颗粒、胶水等原料，检
测其安全性能指标。

“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
沧州市及各县市区市场监管局
将加强对校园周边商店、文具
和玩具批发市场、校服销售门
店等经营场所，以及农村集贸
市场、城乡接合部等质量安全
问题高发多发区域的监管，对
发现的“三无”产品和标签标识
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的产品，
责令经营者立即下架、停止销
售；对发现的危险玩具、属于
CCC 认证目录但未认证的产
品、假冒伪劣产品，将进行查
封、扣押，并没收和全部销毁存
在严重质量安全隐患的假冒伪
劣产品。

本报讯（记者王雅楠 通
讯员王玉杰）日前，在“家家幸
福安康工程”启动部署暨 2019
年度全国最美家庭揭晓会上，
沧州市3户家庭荣获2019年度

“全国最美家庭”称号。
此次获选的3户“全国最美

家庭”分别是：东光县张树普家
庭，多年来夫妻和睦，尊老爱幼，
团结邻里，乐于助人。张树普担
任村党支部书记以来，26年记了
30 多本“民情日记”，为群众解
决生产生活中的一系列难题。盐
山县张军建家庭，妻子是一名普
通的企业会计，十分支持他的爱
心公益事业。他创建了爱心公益
网络平台，组建了志愿服务组织

“盐山县志愿者协会”，多年来坚

持资助贫困生、大病家庭、孤寡
老人，为残疾人搭建相亲交友平
台，倡导发起“爱心百店”“好人
商城”等公益项目。沧县王林清
家庭，注重家教、传承家风、热心
公益、诚实守信。11次走进中央
电视台，举办百余场移风易俗文
化婚礼，创办沧县富民农业技术
专业合作社，研发试验示范农业
新技术13项，全国推广6项。

近年来，沧州市妇联开展了
最美家庭系列活动，引导群众展
示“最美”、分享“最美”、争做“最
美”。2017-2019 年度，全市已
有 12 户家庭被评为“全国最美
家庭”，21 户家庭被评为“河北
省最美家庭”,152 户家庭被评
为“沧州市最美家庭”。

本报讯（记者王雅楠 通
讯员王朝峰、王玮）“每年休渔
期，码头渔船大修小补、烤漆补
漏都需要充足的电力保障，感
谢供电师傅们定期来帮助检查
指导接电设备用电安全，这下
我们心里有底啦！”5 月 23 日，
黄骅市冀黄渔 1586 船船长辛
景江拉着国网黄骅供电公司党
员服务队员的手谢个不停。

自 5 月 1 日起，渤海海域进
入 4 个月的伏季休渔期，黄骅
渔区 1300 余艘渔船全部收网
进港。在南排河中心渔港码
头，船务修造工开始重新焊接
翻新铁皮甲板、渔船补漆补漏、
检修更新机器设备，这些修补
作业大多都要用到电。受沿海
咸湿气候、集中使用频率过高
及部分渔民使用不当等因素的

影响，渔船接电设备经常损坏。
为保障渔船用电设备安全

可靠使用，国网黄骅供电公司
组织党员服务队员对靠岸渔船
的低压控制箱、码头照明设施、
供电线路等电力设备进行安全
检查和试验，发现隐患及时消
除。同时，现场向渔民讲解安
全用电常识，发放电力宣传手
册 2000 余份，受到了当地渔民
的广泛好评。

此外，公司还根据渔民注
册信息，走进渔村为渔民整修
长期闲置的屋内、屋后供电线
路，排除隐患 10 余处。为满足
上岸渔民生产用电，公司组织
人员对近海养殖户的设备展开
特巡，全面排查消除海产品充
氧、速冻设备存在的安全隐患，
确保渔民休渔不休产。

全市开展儿童和学生
用品安全守护行动

国网黄骅供电公司

保障休渔期上岸渔民用电安全

3户家庭荣获
“全国最美家庭”称号

辛店镇董林
村贫困户董连志

（中）孤身一人，
患有眼疾，孟村
回族自治县鑫康
中频弯管厂每月
帮扶他 200 元。
图为领到帮扶金
后，董连志开心
地笑了。

通讯员
高明策摄

5 月 18 日，在河
北力军力家具制造有
限 公 司 的 缝 纫 车 间
内，辛店镇牟庄村贫
困 户 刘 晓 辉 正 在
工作。

记者 王雅楠摄

重点检查儿童玩具、
学生文具、校服产品
和校园跑道原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