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2
2019 年 9 月 11 日

星期三
编辑：王金顺 | 美编：赵菲 | 责校：李传富综合

见闻一：
危房改造
从“泥草屋”到“砖瓦房”

“做梦也没有想到， 这辈子还能
住上这样好的房子，我们老两口再也
不用住透风漏雨的泥坯房了，真是要
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受益于
危房改造政策、搬进新家的王丙仁逢
人就夸政策好。

通榆县边昭镇王丙仁家的泥坯
房建于 20世纪 70年代，已经残破不
堪，一到刮风下雨，老两口就担心房
子会倒塌。 危房鉴定通过后，相关部
门仅用两个月就完成了危房拆除和
新房建设。 从提出申请到入户鉴定、
开始施工、检查验收、兑现资金，王丙
仁老两口基本没有跑腿，如今刮风不
愁、下雨不怕。 王丙仁不禁感叹：“除
了安全感之外，更多的是幸福感。 ”

在危改新房建成后，王丙仁和老
伴儿准备了丰盛的菜肴招待女儿女
婿，新房宽敞明亮，墙壁粉刷一新，洁
白干净、简单大方。 女儿女婿看在眼
里，感动在心里：“没想到咱家变得这
么好，我们在外边打拼也就放心了。 ”

农村危房改造工作直接关系到
农民特别是贫困群众的切身利益，通
榆县充分利用农村危房改造的惠民
政策， 高标准推进农村危房改造工
作。一方面狠抓工程进度，倒排工期、
争分夺秒、强力推进；另一方面狠抓
工程质量，严控建设标准，切实按照
施工一户、验收一户、合格一户的要
求， 严格确定危改对象和危房等级。
截至 7 月底， 今年通榆县已完成
6266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1447 户）
危房改造任务。

通榆县住建局局长卢成林在接
受采访时说：“危房改造工作是落实
‘两不愁三保障’的关键举措。我们县
针对目前农村危房灭迹工作问题突
出的现实，开展了一次大排查、大摸
底、大灭迹、大排除行动，坚决做到问
题清、底数实，确保精准到位。 ”

根据白城市住建局的数据显示，
今年白城市共计划改造农村危房
7823 户， 年内都能按时保质完成改
造任务。

见闻二：
安全饮水
从“辘轳井”到“自来水”

通榆县向海蒙古族乡红旗村位置偏远，
以前村民们家家都有一眼井， 井深不过 10
米，打上来的水，水质发黄，还有异味儿。

“5 月初打井车开进来的， 打了近 100
米深的水源井、管网入户、盖井房，安装净水
设备只用了 1 个月就完工了。 ”村民代红竖
起了大拇指。

在厨房拧开自来水龙头，看着清凉的井
水哗哗流出，代红接了一大瓢，大口喝下，他
说，现在的水真是太好喝了，62 岁的老人在
脸上绽放出了真心的笑容。

通榆县将确保饮水安全，作为脱贫退出
的硬杠和保障农民身体健康的“生命线”工
程来抓，从 5 月份开始，通榆县开展了为期
60 天的农村安全饮水集中整改“大会战”。
对 560 眼铁、锰、氟超标的水源井安装了净
化设备，占水源井总数的 85.5%；对 655 眼
水源井出厂水和末端水进行了两轮水质检
测，确保水质合格率达到 100%；对全县 655
座水源井管理房全部进行了设施完善和改
造，没有井盖、电路老化、冬季冻堵等影响供
水的问题得到彻底根治； 清除了水源井 30
米半径范围内的 208处污染源，并对 206处
人井混居问题进行了彻底整改，从源头上防
范了周边环境影响饮水安全的风险；开展整
体管网改造 18处，新铺设供水管网 28 万余
延长米，改造冬季冻堵和未入户供水管网近
15 万延长米； 对负责水源井管理的专职人
员进行了全面体检，要求供水员必须持健康
证上岗；制定完善了 7 项制度，强化了饮水
安全日常管理，运营体制由村级管理变为乡
镇统管，实现了统一技术指导，统一监督管
理，从根本上保证了广大农村群众的饮水安
全。

现在，走进通榆县农村，最干净、最整
洁、最漂亮的，当属每个村屯的水井房，蓝瓦
白墙、铁艺围栏，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令人油然而生。

自 2005年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
以来， 吉林省核定白城市农村 100.76 万人
口的饮水安全问题已经全部得到有效解决。
全市现有农村人口 120.29 万人，其中，集中
式供水人口 116.72 万人， 集中供水率达到
97.03%。 全市 384 个贫困村全部实现了集
中供水，集中供水率达到了 100%，自来水
普及率达到 97.03% ， 水质达标率达到
99.29%，供水保证率达到 97.57%。

见闻三：
健康扶贫
从“看病难”到“有保障”

今年 60 岁的镇赉县黑鱼泡镇索
龙村贫困户张贵发患有心梗， 需要做
心脏支架，总费用近 10 万元，自己无
法承担， 在贫困人口大病兜底和三甲
医院对口帮扶政策的帮助下， 张贵发
90%的医疗费用都予以报销， 并通过
三甲医院医生下沉到镇赉县， 没出县
城就完成了心脏支架手术。

不但手术有保障，吃药也有保障，
张贵发手术后一个疗程服药需要花费
900 多元，在慢病政策的帮助下，80%
的药费予以报销， 张贵发每个月只需
要花费 100 多元的药费就能够吃到
药。如今，张贵发和老伴李香兰喜笑颜
开，称赞党的政策真好。

白城市的医疗扶贫政策中规定，
对建立贫困人口健康档案， 贫困群众
就医实行定点定策住院治疗， 使贫困
患者自付不超 10%。 确定全市 25 种
大病救治 7家定点医院， 针对病种制
定了具体的临床路径和诊疗方案，对
25 种大病贫困患者给予优先治疗，保
证贫困患者就医省钱， 自付比例不超
标。门诊就医及时报销，贫困患者自付
不超 20%。 实施“先诊疗后付费”，贫
困患者住院 0 押金，设置“一站式”结
算窗口，帮助贫困患者“一次性”即时
结算出院。

白城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除了确保健康扶贫政策落实到位，白
城市还对 245 个未达标村卫生室进
行了彻底整改。通过逐户排查，对未纳
入医疗保险的 221 人， 区分参军、域
外参保等不同情况， 全部建立一人一
档，实现应保尽保。对已认定的 30189
名慢病患者，建立了慢病管理手册。贫
困 人 口 落 实 家 庭 签 约 医 生 服 务
130254 人， 还为 384 个贫困村卫生
室配备了医用冰箱， 解决贫困群众购
买、储存胰岛素等冷链药品难题。

见闻四：
教育扶贫
“有学上”到“上好学”

今年高中毕业的杨莹莹来自
镇赉县建平乡平保村一个农村家
庭，家中人多地少，为了供杨莹莹
和姐姐上学，父母日夜奔波、辛苦
劳作， 但仅靠种地取得的微薄收
入难以维持家里的生活， 父亲只
好外出打工， 在一次工程事故中
父亲从楼梯摔下导致腿部残疾。
生活的重担落在母亲一个人身
上，在生活和心理双重压力下，母
亲也患上了胃病，家中生活贫苦。

杨莹莹说，高中三年，如果没有国
家、社会、学校多方面的帮助，自
己不知道是否能完成学业， 我要
感谢这个社会和时代， 让家人不
再担心我的学费等一系列问题，
免去了很多负担。 现在正准备步
入大学，以后我会更加努力学习，
掌握相关知识， 更有自信地走向
工作岗位， 用自己的力量去回报
帮助过我的人。

白城市把教育扶贫作为一项
提升贫困人口基本素质、 阻断贫
困代际传递的系统工程， 出台了
《白城市教育精准扶贫的实施意
见》，明确提出把加快提升贫困地
区学校办学水平和加大对贫困学
生资助力度作为重点任务， 特别
是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资助
方面， 在享受原有国家和省各项
资助政策的基础上， 新增 6 个方
面资助政策， 实现从学前教育到
高等教育全覆盖， 惠及全市所有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和残疾儿
童。

白城市对 7727 名贫困学生
建立了动态管理数据库， 进行跟
踪帮扶、分类救助。 2019 年春季
学期白城市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
生享受国家和省资助 378.82 万
元，市、县两级出台的资助政策资
助 172万余元。

/�戈驰川 张磊 报道

城市晚报白城讯 为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确保白城市管内
铁路线路安全、稳定、畅通，按照省护
路办和市委政法委整体工作部署，白
城市护路办和洮北区护路办联合白城
铁路公安处、白城市信访局、白城市百
石律师事务所组成了爱路护路宣传队

伍，开展“爱路护路宣传进社区”主题
宣传教育活动。 近日，护路宣传队伍深
入洮北区民生社区开展宣传教育活
动。

活动以“以人民为中心”为理念、以
维护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庆祝活动安
全稳定为目标， 聘请白城市信访局国

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和白城市百石律师
事务所资深律师开展了爱路护路宣传
讲座， 大力宣传了全面依法治国新理
念、新思想、新战略，集中宣传了《铁路
法》《铁路安全管理条例》 等护路法律
知识。 讲座结束后，白城市护路办代表
护路宣传队伍向民生社区居民发放了

护路宣传纪念品。 民生社区的护路网
格员、综治协管员、志愿者们同普法宣
传队伍一同到海明路步行街发放宣传
品。

此次活动有效提高了辖区居民自觉
维护铁路运输安全和自我保护的意识。

/�记者 朱晴 报道

护路宣传进社区维护国庆期间铁路安全

筑牢民生底线 托起幸福生活
———白城市全力攻坚“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见闻

城市晚报白城讯 白城作为吉林省脱贫攻坚重点地区，经过这几年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总体看温饱问题已经基本上得到解决，但对标“义
务教育有保障、基本医疗有保障、住房安全有保障”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找准问题才能精准施策，精准攻坚。 白城市抽调市直 1300 多名专业人员，对全市 919 个村一户不落地进行地毯式排查。 共排查出危房 7907
户（贫困户 1740 户）、安全饮水不达标 152 个村、卫生室不达标 245 个村、未纳入医疗保险贫困人口 221 人，以及慢病管理不精准等问题。 针对发
现的问题，集中开展了“七大专项行动”和“两个百日攻坚”，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