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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城镇街道办事处结对帮扶重点非贫困村工作先进典型报道南阳市城镇街道办事处结对帮扶重点非贫困村工作先进典型报道

唐河县张店镇王营村 2018年建档立卡贫困

户 60户 113人，是唐河县重点非贫困村。按照有

关实施意见要求，该村成为兴唐街道的结对帮扶

对象。

深入实地调研，理清发展思路。兴唐街道

接到任务后，党工委书记刘清文高度重视，第一

时间与张店镇党委书记对接联系，并带领帮扶

工作队到王营村实地踏查。工作队通过召开村

民代表会议，确立了以红薯、花生、小麦三种作

物为重点的种植、深加工等帮扶思路。

完善基础设施，夯实帮扶基础。兴唐街道

为提升村容村貌，协调珠海纳思达科技有限公

司投资 260 万元，实施了绿化、亮化、净化、美

化工程，建起了 1200平方米的文化广场；拨付

资金两万元，为王营村建设同心超市；全村已

有 300户率先实施“厕所革命”，并治理美化坑

塘 3 处。兴修致富路。兴唐街道多方筹措资

金 50 万元，修建 1.5 公里道路，改善了红薯基

地交通条件；筹资 50万元，新修道路 1.2公里，

方便全村群众出行。

实施产业帮扶，增强发展后劲。兴唐街道

促进优势产业强发展，投入和协调资金 125万
元，指导该村发展红薯深加工项目，形成了完善

的红薯加工产业链条。其中，投资 45万元帮助

该村焱鹏种植合作社建设总储藏量 300万斤的

大型红薯储藏窖 3座；投资 30万元与合作社共

建三粉自动化生产线 1条、冷冻、储存车间 3250
平方米；投资 20万元，购置打粉机一套，扩大生

产规模；投资 30万元，建成薯片、薯条加工生产

线 1条，并配备消毒室、化验室等设施。建设扶

贫车间保就业，兴唐街道协调产业集聚区长宏

塑业有限公司投资 260万元建成邢品包装袋厂

扶贫车间，为贫困群众及周边村民提供了就近

就业机会。邢品包装袋厂吸纳贫困户 6户 6人
就业，实现贫困户家门口就业、增收。同时，为

所有就业人员每人补贴 100元的养老保险、30
元的小额意外保险、220元的居民医疗保险、90
元的健康保险等，有效减轻贫困人口的经济负

担。开展技能培训促就业，兴唐街道邀请县职

业学校教师、实用技术人才等，在王营村举行了

农村实用技术、家政服务、电商等培训，有效提

升了贫困户的致富技能。

卧龙区车站街道与方城县清河镇尚

营村结对帮扶以来，成立了以街道党工委

书记为组长，办事处主任和人大工委主任

为副组长，其他班子成员及相关部门负

责人为成员的高规格领导小组，同时，建

立了以街道人大工委主任为组长的工作

专班。

建 立 产 业 就 业 扶 贫 帮 扶 基 地 。

2018 年以来，车站街道以尚营村辛清

家庭农场为依托，流转土地 20 户 150
亩，建立了尚营村就业扶贫帮扶基地。

2019 年夏季，车站街道又帮助农场引

进高淀粉红薯（济薯 25 和商薯 19）种

植项目，该项目累计投资 10万元（由农

场出资），至目前，已有 10 名贫困人口

实现脱贫。

论证发展特色支柱产业。从 2018年
秋至今，车站街道一直在与南阳山东商会

对接，拟发展东阿毛驴养殖合作项目，目

前正在进一步商讨之中。

2019 年 9 月 29 日，车站街道又邀

请宛城区原科技局局长、省市

劳动模范陈增喜深入尚营村田

间地头考察论证下一步能发展

的支柱产业。

实施技能培训。2018 年 10
月 19日，车站街道邀请高级农艺

师蒋心伦到尚营村就冬桃种植

技术对贫困户进行培训；2019年
7月 24日，邀请卧龙区农技中心

高级农艺师梁海功就大秋作物

管理进行培训，共 31 人参加；

2019年 8月 27日，邀请卧龙区农

业农村局高级畜牧兽医师王世

有到尚营村举办了畜牧（主要是

猪、牛、羊）养殖技术培训会，共 20人参

加。

广泛开展公益帮扶。2018 年以来，

车站街道累计投入 70.8 万元，对尚营

村实施道路硬化和主干道亮化工程：

2018 年投入 36.4 万元，对尚营村米店、

郑庄、和庄三个自然村内 13 条 1300 米

长的道路进行了水泥硬化；2018 年投

入 14.4万元，在穿越尚营村的县道两侧

安装 60 盏太阳能路灯，实现了亮化；

2019 年投入 20 万元，对尚营村小姜庄

自然村内两条 550 米长的排间道路实

施水泥硬化，目前，该工程正在施工

之中。

卧龙区车站街道办事处 公益帮扶暖民心唐河县兴唐街道办事处 产业帮扶增后劲

宛城区东关街道办事处 创新帮扶见实效
东关街道作为社旗县晋庄镇刘官庄

村结对帮扶单位，自开展工作以来，从政

策宣传、产业发展、就业帮扶、技能培训、

资金筹措等多方面着手，创新帮扶措施，

拓宽群众收入渠道，改善生产生活条件，

激发发展活力，积极推动刘官庄村精准

扶贫工作迈上新台阶。

深入调研走访。东关街道办事处扶

贫工作组与村干部一起到刘官庄村 4个
自然村，查看产业发展、基础设施、村容

村貌，对刘官庄村精准扶贫工作有了全

面掌握。

强化责任分工。东关街道认真落实

分工任务，包保责任，切实做到不脱贫、

不脱钩，严格遵守帮扶工作中各项纪律，

严防扶贫领域各种不正之风和腐败行

为。以担当务实的作风为刘官庄村群众

办实事、办好事，不走过场，不搞形式，真

抓实干，将结对帮扶工作做实、做细。

产业帮扶。刘官庄村近年来调整产

业结构，以种西瓜、花生、土豆

等高效作物来提高收入，西瓜

种植作为该村的特色产业，

2018 年帮助贫困户 12 户销售

63 亩西瓜，销售金额 18.3 万

元。2019 年 5 月份，东关街道

出资两万多元，为刘官庄村种

植户购买优质西瓜苗，并预备

在种植管理阶段，邀请专家深

入刘官庄村现场进行培训指

导，在后期西瓜成熟后，积极寻

找销路，确保贫困户实现增产

增收。

基础设施建设帮扶。东关街道先后

捐赠 15万元用于刘官庄村公益基础设

施建设，亮化村庄道路，添置路灯 70盏，

修建交通桥两座；投资 18万元用于整改

刘官庄村两条道路和打机井 9眼。

农业实用技术培训。东关街道与

村委制定了“政府+市场主体+贫困户+

基地”的发展路子 , 大力扶持农业专业

合 作 社 ，提 高 贫 困 户 生 产 组 织 化 程

度；先后两次邀请南阳市农业职业技

术学校两位教授到晋庄镇刘官庄村给

47 名群众讲解小麦、玉米及花生高效

栽培技术和病虫害防治、介绍转移就

业等。

卧龙区七一街道办事处 多管齐下助致富
卧龙区七一街道与社旗县下洼镇高

庄村结对帮扶以来，七一街道立足当地

情况，主动在产业帮扶、花生销售等方面

为村庄发展谋划。并对投入资金的基础

设施项目全程关注，保障资金落实到位。

推动产业发展。七一街道立足当地

产业优势，与高庄村两委班子及社旗县

分包高庄村扶贫工作队多次协商论证，

并与群众沟通，建立扶贫厂房，通过招商

引进粉笔加工厂入驻，累计为厂方投入

8.5万元。

扩大就业方面，七一街道与当地干部

协商，在 10个自然村各选定一位有劳动能

力的贫困人员作为保洁员，每月发放工资

500元，经费由街道承担，动员 11位贫困

群众在粉笔加工厂上班；组织街道辖区内

卧龙医院、南阳初度西饼、南阳大统百货、

南阳中医院等企事业单位为贫困户提供

23个就业岗位；在结对帮扶过程中，充分

保证贫困户就业，落实就业岗位 26个。

公益帮扶方面，七一街道

2018 年对高庄村两名贫困家庭

大学生资助资金 7000元；组织医

专一附院专家到村部义诊，让村

内百姓在家门口看专家门诊；投

资 11.5 万元修建高庄村部办公

用房和“同心超市”，为高庄小学

修路架桥投入资金 17万元，投资

20万余元改善村庄照明条件，安

装太阳能灯；向高庄村捐赠垃圾

运输车 1 辆，价值 10 万余元，投

入资金 12万元，为高庄小学建便

民桥一座。2019年 1月份，七一街

道为高庄村贫困户送去米、面、油、棉被

等物资 114份，价值 5万余元，捐赠垃圾

运输车 1辆及配套垃圾箱一组，价值 10
万余元。

提高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2019
年 5月，七一街道为高庄村小学捐助 1万
余元的图书；邀请南阳农业职业学院老

师深入田间地头，指导花生的科学种植，

并组织 70余人参加农业技术培训两次。

干部职工结对帮扶。七一街道实行

一对一、一对多帮扶贫困户 12户，并严

格落实帮扶措施。4名街道领导干部“一

对一”帮扶贫困户，定期开展帮扶慰问活

动。

宛城区仲景街道办事处 精准施策促脱贫
宛城区仲景街道结对帮扶社旗县

兴隆镇赵岗村以来，紧紧围绕市委、市

政府的总体安排，根据赵岗村致贫原因

和帮扶需求，开展有针对性的帮扶工

作。

在得知所结对帮扶的村之后，仲景

街道领导高度重视，立即组织成立了专

门负责结对社旗县兴隆镇赵岗村的工

作小组。2018年 7月 13日，由仲景街道

党工委书记、办事处主任带领，全体领

导班子成员参加，到兴隆镇赵岗村结对

帮扶，并深入了解该村基本情况、贫困

户主要致贫原因等，为做好对赵岗村的

帮扶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为做好帮扶工作，仲景街道抽调中

层以上干部组成精干队伍，与贫困户结

成“一对一”帮扶。仲景街道 2018年提

供 5万元，购买公益岗位 26个。2019年
投入 30 万元，建设服装加工厂扶贫帮

扶车间 400平方米，建成后可以为 30人

提供就业岗位，将于年底前建

成。 2019 年 10 月 18 日，仲景街

道党工委书记崔振世带领班子

成员到赵岗村开展系列扶贫活

动，送去帮扶资金 25万元，用于

赵岗村基础设施建设，购买 3.5
万元吸污车一辆。东关社区和

牛王庙社区为赵岗村送去了 3
万元的米、油、洗衣液等生活用

品。街道开展科技培训 4场次、

健康教育培训 1场次，受益困难

群众 620人次。

仲景街道邀请农业技术人

员，为赵岗村贫困户提供了花生、小麦、

玉米等农作物实用技术培训。为了给贫

困户提供就业机会，仲景街道号召社会

爱心企业捐助资金购买公益岗位，协调

街道辖区企业提供就业岗位；持续开展

公益帮扶，多次组织文化、医疗部门在赵

岗村开展戏曲演出和免费医疗活动，现

场接诊、接受咨询。

自结对帮扶工作开展至今，仲景街

道成立了结对帮扶领导机构，组建了帮

扶队伍，实施就业帮扶，组织科技培训，

开展公益帮扶，深化干部结对帮扶，目前

仲景街道 22 名干部与 11 户贫困户结

对，深入每户开展“一对一”帮扶。②10

自邓州市古城街道与邓州市裴营乡花

园村结对帮扶以来，古城街道在“产业帮扶、

就业帮扶、技能帮扶、公益帮扶”等方面精准

施策，运用城乡结合、干部结对、志智双扶等

办法，帮助花园村贫困群众持续增收、稳定

脱贫。

在产业帮扶方面，古城街道根据花园村现

有产业情况，结合该村村情，决定发展特色手工

业，积极协调产销两旺的邓州市荣盛鞋厂在该

村开设扶贫车间，该项目计划总投资 160万元，

其中古城街道投资 56万元用于建设扶贫车间的

基础设施，带动贫困群众 14人。

在就业方面，古城街道设立专项调查小组，

分两组对辖区内工作岗位及有工作意愿和工作

能力的贫困群众进行调查，深入了解辖区内工

作岗位性质、内容以及工作强度，做到因户施

策、精准帮扶。辖区企业给贫困户提供岗位

400个，经办事处筛选出 385个，由花园村贫困

户择岗就业。古城街道另筹资 30余万元，安置

公益岗位 32个，并对稳定就业的 16人每人叠加

购买 200元的养老保险。

在技能帮扶方面，古城街道邀请农业局相

关专家开展护理知识、种植养殖培训 5 次，培

训人员 550余人次，增强贫困户脱贫技能和脱

贫信心；邀请医院专家进行免费卫生健康服

务，并进行健康讲座，培训贫困群众医疗知识，

减少因病返贫隐患，对贫困户开展免费体检，

帮助检查身体健康情况并发放营养早餐，使广

大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市级医院健康体检的

标准。

在公益帮扶方面，为改善农村的居住环

境，提高群众的生活质量，古城街道给学校捐

赠价值 2.3万元的学习用品和用具；改善村部

基础办公条件，捐赠 5 万元；支持基础建设项

目 3个，其中安装路灯 62盏，共计 24.8万元；建

设广场游园一个，投资 30.12万元；协调交通运

输局资金 135万元，建设道路 3条共计 2.7公里。

针对帮扶村现存的问题，古城街道下一步

将定期召开座谈会相互观摩学习、相互促进，建

立激励机制，从制度层面激发干部投入帮扶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

邓州市古城街道办事处 志智双扶励斗志

根据市扶贫办统一安排，淅川县龙城街道

与淅川县厚坡镇饶营村结对帮扶。饶营村位于

厚坡镇西北 5公里处，大部分是岗坡薄地，资

源匮乏，土地贫瘠。该村建档立卡贫困户 79
户 275人，主要贫困原因是病、残、欠学、缺

乏劳动力、劳动技能差。一年来，龙城街道调

动各方资源，聚焦产业、就业、公益帮扶等重

点，全力助推饶营村与全县、全市一道迈入全

面小康社会。

市结对帮扶动员会后，龙城街道迅速成立

了由街道党工委书记任组长的社会帮扶工作领

导小组，形成主要领导牵头负责、班子成员齐抓

共管、专班成员具体落实、相关部门合力推进的

工作格局。突出产业帮扶和就业扶贫，龙城街

道先后投入 40万元产业帮扶资金，支持帮扶村

发展林果、中药材种植、特色养殖等优势产业，通

过与合作社入股分红，对 79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给予一次性补助，组织辖区企业在帮扶村长年

开展定向扶贫招工，提供就业岗位，协调公益岗

位；投入 5万元建立藤编扶贫车间，为闲散劳动

力提供家门口就业岗位。2018年 7月以来，龙城

街道先后投入 20万元基础设施帮扶资金，协调

项目资金和相关单位，改善饶营村基础设施。

为全面推进帮扶工作，龙城街道邀请县农

技中心、信息工程学校老师到饶营村开展技能

培训，组织有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众学习藤椅编

织、木工、机械加工，开展县曲剧团送戏下乡、文

联书法爱好者为群众写对联等活动，邀请医院

专家为村民体检，送医送药。

龙城街道领导高度重视帮扶工作，党工委、

办事处为专班成员配备了必要的办公、生活用

品，随着工作的全面深入开展，还将从人、财、物

等方面给予全方位的支持。为持续推进帮扶工

作开展，龙城街道帮扶专班深入调研、严格监

管，到 14个村民小组走访，对贫困户的基本情

况、致贫原因和下一步打算进行详细的信息采

集；对投入的专项资金与厚坡镇政府、饶营村委

会签订三方协议，确保专项资金专款专用，严格

督导进度，确保帮扶资金真正用到刀刃上。

淅川县龙城街道办事处 技能培训强本领

唐河县兴唐街道党工委书记刘清文走访慰

问结对帮扶的贫困户

邓州市古城街道党工委书记唐荣涛在花园村走访

淅川县龙城街道党工委书记唐云芝深入厚

坡镇饶营村现场指导结对帮扶工作

卧 龙 区 车 站 街 道 党 工 委 书 记 刘 洪 岑 邀请

陈增喜深入尚营村田间地头调研

七一街道党工委书记苏克壮到高庄村结对

帮扶困难家庭慰问

文/图：

王 鑫 徐 霖

牛 冉 陈艺姣

仲景街道党工委书记崔振世带领班子成员

到赵岗村开展帮扶工作

宛城区东关街道党工委书记马炜与社旗县晋

庄镇刘官庄村“两委”干部商讨结对帮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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