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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党报党刊发行工作进度

李春环：一个女人撑起一个家
———“不等不靠 脱贫摘帽”贫困户先进典型系列报道之二十二

四年前每逢星期天，小屯镇时屯村的李

春环家中，两个孩子放学回家，丈夫也外出

打工回来了，李春环准备了一桌好饭，一家

人其乐融融坐在一起有说有笑，脸上都是满

满的幸福。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2014年 5月，李春

环的丈夫在东北打工时突感身体不适，到医

院检查被确诊患了白血病，经过多方求医，

花费了 20多万元的医疗费后，仍然不能挽

救这个家庭的顶梁柱，在当年 11月去世。

丈夫的去世，对李春环来说是个致命的

打击，一下子感觉天塌了。但她看到两个孩

子还小需要照顾，加上自身要强的性格，让

李春环决心不向命运低头，坚强地生活下

去。

为了孩子，李春环既当妈又当爹，把自

己当男人一样使，一边照顾家庭孩子，一边

在附近打零工补贴家用。为了生活，李春环

什么活都干，什么苦都愿意吃。不论冬夏，每

天早上四五点起床到工厂给工人做饭、到卖

馍店炕馍，甚至像男人一样到建筑工地做

工，只要有活干的地方她都去。就这样拼死

拼活地工作，每月的收入也就 1500元左右，

还不稳定。因为劳累过度，这些年得了腰椎

上的疾病，要经常吃药缓解疼痛。

小屯镇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2016年

5月，李春环被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后，先

后享受到了到户增收、金融扶贫、学生住宿、

助学金、两免一补、最低生活保障，华扬畜

牧、翰美实业等企业分红及社会馈赠等各项

扶贫补助。但李春环并没有因为政府救助而

放弃斗志，而是在政府的帮助下更加努力。

这几年，她通过自己的付出，努力维持

生计，把子女都教育成有思想、知感恩、有孝

心的好青年。她不愿意向贫困低头，靠自己

双手勤劳奋斗。为了让自己早日脱贫，她想

办法在附近厂企多干活，增加自己的收入，

现在已被小屯镇政府纳入预脱贫户。

问起下一步打算，李春环说，经常出去

打工，赚钱不多，还无法照顾好孩子。听说，

近期有好的贷款政策，想争取小额贷款，在

家搞一些养殖来增加收入，让自己早日脱

贫。

听到李春环的这个想法后，小屯镇时屯

村党支部书记苏延政当即表态：会根据李春

环的养殖意愿，免费赠送她两头牛仔，让李

春环在家养殖，一头牛一年纯收益 5000元，

这样每年可以增收 10000元左右。

说话间已经到中午 11点了，李春环最

近在村附近的煤厂找了份食堂的工作，到时

间去给工人们做饭了。她骑上电车，顶着寒

风，围巾、手套都没戴就快速消失在了记者

的视线中。

宋乐义

全市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市民政局牢

固树立“民政为民、民政爱民”的工作理念，

创新工作思路，围绕兜底保障一批、特困供

养一批、医疗救助一批、救急解难一批、“两

补”补助一批、关爱保护一批、慈善救助一批

等措施，扎实推进民生各项工作与脱贫攻坚

全方位衔接，切实保障困难群众生活，为助

力脱贫攻坚打下基础，让困难群众享有更多

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织牢民生“兜底网”

近年来，市民政部门加强农村低保制度

与扶贫开发政策的有效衔接，把所有符合低

保条件的低收入群体纳入最低生活保障。实

行“按标施保、分类施保”，对建档立卡贫困

户、重残、重病等特殊困难人群，予以重点保

障。2018年 3月，将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月人均财政补助水平分别提高到每人每月

262元和 154元。同时，将民政保障对象与扶

贫开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进行数据比对，使

民政、扶贫数据统一，确保符合条件的贫困

人口按照对应贫困属性全部纳入扶贫开发

建档立卡信息系统。2018年度，救助贫困户

农村低保对象第一季度 3232户 4592人，第

二季度 3147户 4472人，第三季度 3738户

5195 人，第四季度 3676 户 5393 人，累计发

放低保救助资金 902.83万元。

特困供养“暖人心”

从 2018年 1月 1日起，将城市特困人

员基本生活标准提高至每人每年 7336 元，

农村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提高至每人每

年 4500元。截至目前，全市共有城乡特困供

养对象 3987人，累计发放特困供养人员基

本生活费 1760.2万元，发放护理补贴 679.51

万元，发放工作人员工资及管理费 300 万

元。2017年以来，我市多方筹措资金 1054万

元对全市 16所特困供养机构（敬老院）进行

了硬件改造提升，实现了特困供养人员“两

不愁，三保障”，有效提升了特困供养人员的

幸福指数。

撑起健康“保护伞”

因病返贫成为扶贫工作中的“拦路虎”。

我市通过大病医疗救助，为困难群体“雪中

送炭”，让其重燃生活希望。目前，已建立起

覆盖城乡的医疗救助“一站式”结算平台。在

城乡低保、特困供养、优抚等现有救助对象

基础上，将罹患 9种重大疾病的建档立卡农

村贫困对象纳入医疗救助范围。将医疗救助

档案由原来的 10项精简到 5项，进一步简

化救助程序。从今年 7月起，将所有建档立

卡贫困户纳入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范围，开

展医疗救助辅助脱贫，切实解决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问题。截至目前，共为 56907人次

医疗救助对象发放医疗救助金 1205 万元，

救助贫困户医疗救助对象 2885人次，救助

资金 86.8万元。

雪中送炭“救急难”

近年来，我市针对因遭遇突发事件、意

外伤害、重大疾病或其他特殊原因导致基本

生活陷入困境的农村家庭或个人积极开展了

临时救助，帮助困难群众度过暂时性困难，确

保不因意外事故返贫。截至目前，全市共办理

临时救助 1063人次，发放救助资金 87.03万

元，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209人次，发放救助

资金 12.48万元。今年 8月，对建档立卡贫困

户边缘户摸底排查，对其中生活难、医疗难对

象主动救助，共救助建档立卡贫困户边缘户

163户，发放救助资金 16.3万元。此外，我市

不断完善“救急难”工作机制，健全和完善了

20个乡镇（街道）社会救助服务大厅“一门受

理、协同办理”工作窗口，确保困难群众“求助

有门、受助及时”。

“两项补贴”有保障

2018年，我市出台了《汝州市人民政府关

于提高困难残疾人两项补贴标准的通知》（汝

政办〔2018〕11号），从 2017 年第四季度起调

整两项补贴标准，由原来的 60元 /人 /月提

高到 80元 /人 /月。同时，依据上级有关政

策，结合我市实际，从 2017 年 10 月 1 日起，

为不在两项补贴救助范围内的所有建档立卡

贫困残疾人每人每月发放 80元的困难生活

补贴。2018年，共为 22899人发放残疾人两项

补贴 2093 万元，其中，困难残疾人 10107 人

967万元，重度残疾人 12198人 1126万元，为

754名不在两项补贴范围内的建档残疾人发

放困难生活补贴 62.1万元。

“困境儿童”显关爱

2018年，开展农村留守儿童“合力监护，

相伴成长”专项行动，巩固行动成果，确保

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不失管、不失控。

同时建立健全强制报告机制，加强台账管

理做好预防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溺亡

专项治理工作。对农村留守儿童信息进行

补充完善并实施动态更新，做到该录入的

儿童一个不少，重要信息一项不缺。截至目

前，全市已在系统登记的农村留守儿童

5001 人、困境儿童 2311 人，全年累计核销

留守儿童 2697 人，新增留守儿童 1229人，

已签订《农村留守儿童委托监护责任确认

书》5001份。2018年，为全市 208名孤儿累

计发放基本生活养育费 215.5 万元。投资

400 余万元，在各乡镇（街道）规划建设了

35所“儿童之家”，为留守儿童提供关爱。

“慈善扶贫”解民忧

2018 年初，在全市开展了“送温暖、献

爱心”集中捐助活动，共接受捐款 64.7 万

元，旧衣物 3000 余件，为进行爱心救助活

动奠定了基础。今年 6月，在全市开展了

“凝心聚力献爱心、精准扶贫奔小康”专项

捐助活动，共接受捐款 80.5 万元。2018年

以来，为我市困难群众办理爱心卡 1059

张，价值 53万元。在全市开展“圆梦金秋”

爱心助学活动，共救助贫困大学生 77名，

发放资金 15.7万元。在全市建立“爱心美

德公益超市”69 家，服务于我市 7330 户贫

困户。

王益民

12月 4日，市妇联联合劳动就业

部门、家家靓技能培训学校，在夏店镇

河口村举行“志智双扶巾帼助力脱贫”

家政服务培训班，河口村近 40名贫困

妇女参加了培训。本次培训免费为学员

进行职业道德、清洁卫生、家庭膳食、妊

娠护理、新生儿护理、手工编织等相关

家政知识理论与实操技能讲解。培训结

束后，将为考核合格的学员颁发职业技

能资格证书。 （妇联）

我市开展国家宪法日暨全国法制宣传日宣传活动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亚萍） 12月 4日，我

市国家宪法日暨全国法制宣传日宣传活动在工人文化宫广

场开展。市领导韩自敬、刘新义参加活动。

我市召开全市“证照分离”改革、“双随机
一公开”监管暨涉企信息归集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亚萍） 12月 4日，全

市“证照分离”改革、“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暨涉企信息归集工

作推进会召开。会议要求各单位深入推动我市监管工作体制

改革，进一步优化我市经济发展环境，并对具体问题作出部

署。市领导杜江涛出席会议。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许

艳芳）“您好，这里是市司法局，这宣

传页上有我们的工作职能，如果您生活

中遇到法律难题，就来这里，我们对生

活困难群众可以减免公证费、免费找律

师提供法律援助……”12月 4日，在第

五届国家宪法日暨首届宪法宣传周活

动现场，市司法局法制宣传人员不停地

给过往行人宣传讲解“遇到问题到哪里

找法律帮助”。

活动现场，市普法办、法律援助中

心、公证处、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等

单位，采用发放宣传册、设立咨询台、摆

放宣传展板、发放购物袋、制作宣传挂

历等形式向群众宣传“国家宪法日”，把

“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

宪法、运用宪法”的法制宣传氛围推向

高潮。河南省谢景红律师事务所展出的

“法小宝机器人”更是引得过往群众驻

足观看、亲身体验。

今年以来，市司法局以全面提升群

众安全感和满意度“双提升”为总目标，

以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为总抓手，突

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强党建

惠民生，优环境促发展，积极发挥司法行政能职能优势，为

法治汝州、平安汝州建设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展现了

司法行政人的力量和担当。2018年 4月份，全市 20个乡镇

（街道）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挂牌成立；7月份，全市 459个

村（居）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全部建成；8月份，市公共法律

服务中心建成投用；11月份，北京京师（汝州）律师事务所入

驻汝州……目前，全市 459个村（居）已实现村（居）法律顾问

全覆盖，法律顾问微信群已建立 297个，建立“法加”微信服

务平台，实现“让信息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的信息化法律

服务模式，打通公共法律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平党申）
为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加

强农村基层社会治安力量，12月 4日，夏店镇

党委、政府举行驻村干警入职仪式，宣布夏店

镇派出所 11名干警分别到 11个行政村兼任

村支部副书记（主任助理）。

驻村民警兼任驻村支部副书记（主任助理），

协助村两委会做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及平安建

设工作，是省市平安建设工作的需要，是实现警

务迁移打通社会治安稳定最后一公里的重要举

措，事关一方的长治久安，责任重大，影响深远。

该镇负责人说，驻村民警要迅速掌握入村工作方

法，进入角色，开展工作，与群众打成一片；建立

健全驻村民警常态化联系机制，及时参加驻村各

项工作会议，参与驻村重点工作、重大项目的研

究和决策；要抓住重点环节开展工作，帮助所在

村开展普法宣传，积极化解矛盾纠纷，扫黑除恶，

铲除邪教组织，根治黄赌毒，打击震慑违法犯罪，

确保一方平安和谐，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夏店镇

经济社会向前发展。夏店镇派出所负责人表示，

全体驻村干警要珍惜驻村工作机遇，深入到村，

走进千家万户，团结好、服务好驻村群众，群防群

治，积极排查和化解矛盾纠纷，做到小事不出村，

大事不出乡，努力为夏店镇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

航。夏店镇派出所驻村干警代表表示，一定不辱

使命，把驻村社会治安工作做好、做扎实，确保驻

村社会大局稳定。

据了解，夏店镇共抽调 11名干警，分别到

夏店镇毛寨村、新村、关帝庙村、夏北村 4个村

兼任村支部书记，到路庄、陈庄、夏南、孔寨、河

口、鲁张、磨庄 7个村兼任村主任助理，不占用

村两委会指数。

微友在【汝州这位美女，她让你知道啥是女中豪杰！】后

留言

@爱国：为石俊好身残志坚、顽强拼搏、不向命运低头的

精神点赞，也为当地两级政府实处扶贫，帮助俊好渡过难关而

点赞。俊好是我们石庄村人，八十年代打麦中被轧断胳膊！后

来到县城找工作，没有她的消息，谁知她又遭家庭变故，生活

艰难，我为她难过。但现在又为她高兴，政府没忘记你，石庄的

乡亲没忘记你。祝你在今后道路上好事多多，日子越过越好！

微友在【刚刚！汝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正式挂牌成立！】

后留言

@RUNNING WITH MY DREAM：作为一名军嫂，

常年两地分居，还没有孩子，真希望政府可以批我一年假期，

让我去跟他好好团聚，实现我们的娃娃梦！

微友在【凌晨 6点，汝州出动 75名干警、18辆警车，发

生了什么事？】后留言

@一生平安：咋回事？为啥总是把犯罪分子的脸遮住，难

道不能让百姓都认认，提防一下？

@老屋：汝州法院动作快，起早贪黑抓老赖。维护公正与

公平，人民利益记心怀。法制秩序靠共建，诚信环境等不来。

干警身体力又行，遵纪守法建和谐。

夏店镇 11 名干警进村入职当“村官”

市民政部门推进民生各项工作与脱贫攻坚全方位衔接

让 困 难 群 众 生 活 更 幸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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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12月 5日下午 5点，已经完成缴款任务的单位

有：市直工委、陵头镇、工商联、技校、档案局、扶贫办、产业

集聚区、统战部、科协、纸坊镇、总工会、温泉镇、广电总台、

信息中心、焦村镇、庙下镇、风穴路街道、组织部、老干部

局、财政局、农办、工信委、供销社、市委督查局、林业局、商

务局、洗耳河街道、住建局、钟楼街道、小屯镇、宗教局、协

作公司、骑岭乡、中医院、夏店镇、文物局、杨楼镇、食药监

局、云禅小镇管委会、政协、商业总公司、六社一行、政府

办、旅游局、煤山街道办、妇幼保健院、政府督查局、安监

局、物价局、信访局、纪检委、机关事务局、农机局、第一人

民医院、温泉小镇管委会、党校、米庙镇、司法局、第三人民

医院、天瑞集团、王寨乡、科教园区管委会、金融办、一高、

市场发展中心、人大办、行政服务中心、科技局、煤炭局、检

察院、疾控中心、卫计委、二高、妇联、公安局、汝南街道、农

科所、质监局、寄料镇、物资公司、大峪镇、发改委、商务中

心区、统计局、文广新局、市委办、粮食局、农发行、汝瓷小

镇管委会、工商银行、党研室、城管局、市宾馆、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教师进修学校、团市委、交通局、中国人寿、临汝

镇、中国人寿、临汝镇、畜牧局、新华书店、教育局、残联、民

政局、编办、人防办、文联、蟒川镇、陆浑灌区、巡察办、审计

局、国土局、地矿局、体育局、人武部、农商银行、移民局、国

资局、水务局、长线局、卫生监督所、公积金管理中心、法

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