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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晚报白城讯 1 月 14 日， 白城医
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组织医疗专家团
队 7人到帮扶联系点大安市丰收镇新乐村
开展扶贫义诊活动。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
神经内科、康复科派出医护人员参加活动。

活动中，医疗专家团队为百姓测血压、
做心电图，并认真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耐
心叮嘱他们科学、合理用药，详细指导他们
如何改变不良生活习惯，适量食用油、盐，
积极运动，保持健康乐观的心态。

此外，医院还带来药品，根据村民的实
际需要免费发放，切实解决了村民看病难、
买药难、用药不科学的问题。 义诊期间，医
院免费送药价值 2600余元。

/�综合 报道 摄

城市晚报白城讯 青山毓黛迎宾客，
草原银装果飘香。 虽然己经是银装素裹
的数九严冬， 但洮北区青山镇现代农业
示范园区大棚内却一片生机盎然、 蔬果
飘香。 1月 19日“筑梦洮北·相约青山”
———2020 冬季采摘节在这里拉开了帷
幕。

市委书记庞庆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葛树立，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洪军，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徐辉，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 洮北区委书记何野平出席启动
仪式。

走进春意融融的温室大棚，采摘品

尝甜美的瓜果，为冬季的生活增添了一
份别样的快乐与惬意。 在草莓、西红柿
温室大棚里，嫩绿的枝叶间缀满了一个
个火红娇艳的草莓、 清香爽口的西红
柿，游客们悠然自得地挑选喜欢的蔬菜
水果，在采摘中体验着亲近自然、融入
自然的乐趣。当得知占地 31 公顷、建有
标准化棚室 74 栋的青山镇现代农业示
范园区，经济效益可观，每年可带动贫
困群众户均增收 1000 元以上时， 庞庆
波十分高兴，要求全面推进棚膜经济转
型升级，提高棚膜果蔬附加值，做好农
旅融合大文章，不断为乡村振兴注入新

动能。
穿过挂满了大红灯笼的园区千米木

质景观长廊， 来到洮北区特色农产品展
示厅———青山镇、德顺蒙古族乡的草编，
林海、东风、平安、岭下的酒，金祥的酱
菜、平台的雪寒韭菜、三合的粘豆包……
洮北全区 14 个乡镇场近百种特色农产
品华美亮相。 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赞叹。
庞庆波强调，要拓宽市场经营渠道，通过
政府搭台， 企业唱戏， 真正实现一厅展
示，一站销售，达到推介洮北特色农产品
品牌，展示扶贫产品成效成果，提升农副
产品知名度。

本次冬季采摘节“以果为媒、以节为
缘”，在青山镇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德顺
城四果蔬采摘园、 果树场开心采摘园等
多个休闲农业采摘园同步开展， 精心推
出了“莓莓”吉祥迎新春、“柿柿”如意庆
佳节等形式新颖、欢乐有趣的采摘活动，
为乡村旅游开辟了一条新路径， 引导游
客和市民走出城市， 到乡村体验采摘乐
趣、体味农村别样风景。

市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 洮北
区相关领导以及区直各部门、 各乡镇主
要领导参加了此次活动。

/�记者 翟向东 报道

“农”情新春“乡”约采摘
“筑梦洮北·相约青山”冬季采摘节启动

城市晚报白城讯 大安市自然资源
局以实施光伏发电产业项目作为扶贫攻
坚战略重点，通过实施光伏产业项目，包
保大安市两家子镇同兴村后， 实现了精
准扶贫和精准脱困 。 2016 年同兴村
100KW 光伏扶贫项目已全部并网。2017
年同兴村光伏项目集体分红收益达 2 万
元。 2018 年光伏分红收益 12.7 万元，有
建档立卡贫困户 45户、73人， 每户享受
到光伏项目分红 2407元。

两家子镇同兴村辖姜家围子屯、宫
家围子屯和金善屯 3 个自然屯， 全村有
173 户、627 人， 幅员面积达 17.32 平方

公里，其中耕地 147 公顷、林地面积 10.2
公顷、草地 546.92公顷。大安市自然资源
局把光伏发电作为产业扶贫的重要选
项，真抓实干，确保光伏扶贫受益对象，
促进了贫困群众增收。

做好政策宣传，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这个局加大扶贫优惠政策宣传力度，驻
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深入各家各户发
放宣传单，细致讲解光伏产业优惠政策。
同时，利用村务公开栏，张贴优惠政策海
报等，提高政策透明度，增强群众的知晓
率，为实施光伏发电项目，营造了良好的
舆论氛围。

层层压实责任，确保项目落地。 为确
保光伏发电扶贫项目， 发挥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他们落实了责任主体，强化项
目落地实施，做到了“三个明确”。 一是明
确时间。 按照规定时间安排要求，完成光
伏发电设备安装、 调试和并网发电工作
任务。二是明确目标。真正弄明白光伏扶
贫政策要求， 扎实开展前期对象摸底工
作， 做到有意向的贫困户， 全部摸底到
位。三是明确责任。明确村书记为抓光伏
产业扶贫的责任主体， 驻村第一书记为
配合抓光伏产业扶贫的帮扶责任人。

严格把关，确保公正、公平、公开。 按

照相关要求， 根据贫困户光伏扶贫的申
请，驻村第一书记与村书记一同，深入到
申请贫困户家中，开展入户调查、进行村
民主评议、审核、公示等一系列规范选户
流程，切实把好审查关，驻村第一书记和
村书记全程参与和监督。 通过召开村民
代表大会， 进行民主评议， 认真甄别确
认，该扶的绝对一户不漏，不符合条件的
坚决不给， 确保贫困户光伏发电项目扶
贫的公平、公正、公开，让贫困户真正能
够享受到光伏发电扶贫项目的支持，做
到了真扶贫，扶真贫。

/�张伟国 江其田 报道

大安市两家子镇同兴村
实施光伏发电产业助力精准扶贫

今年76岁的徐德才是庆太村2018
年脱贫的贫困户，家里一共三口人，两
个弟弟分别是68岁和66岁。 过去，因生
病住院欠下的账、 老旧房屋等问题时
常让他眉头紧锁。 而如今，日子不一样
了。“我们住上了新房，在政府的帮扶
下我家的收入也越来越高， 欠的钱也
都还清了。 ”徐德才笑得合不拢嘴。

“光伏发电分红、 合作社分红每
人每年共1800元，特困供养金每人每
年7200元，庭院经济每年200元……”
第一书记陈旭巍帮徐德才算起了经
济账。

说起现在的生活变好了， 同村
的黄宝春也开始侃侃而谈， 聊起这
些年的变化。“以前住着烂土房，现
在是整整齐齐的砖混房， 到处干干
净净。 种地也不愁了， 都变成了机

械化，方便省事还不愁人。 ”黄宝春
的女儿黄彦是四平职业大学大二学
生，因为是建档立卡贫困户，驻村工
作队为她申请了“雨露计划” 助学
金 ， 每年可享受助学补贴3000元，
为原本贫困的家庭减轻了不少负
担。

59岁的王淑华2019年2月因脑出
血导致全身瘫痪，成了植物人。 她的女
儿王玉辉告诉记者， 驻村工作队给他
们带来了好消息， 国家对因病致贫的
家庭有好的医疗政策， 手术报销比例
特别高，看病节省了10多万元钱，并且
可以享受先看病后交钱的待遇。 王玉
辉说：“多亏了这些政策， 要不家里真
的承受不起这样的压力， 驻村工作队
和村上的领导就好比我家的亲人一
样！ ”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 心中就沉淀
多少真情。 驻村工作队用双脚去探索，
用一颗真心去触碰另一颗真心的做
法， 激励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 如今，庆太村的贫困户通过产业扶
持、危房改造、教育资助、医疗救助、个
人帮扶等项目的实施， 让贫困户的日
子有了奔头， 生活有了希望。 2018年
底， 庆太村28户贫困户已经实现全部
脱贫。

第一书记陈旭巍说：“虽然几年来
庆太村在脱贫攻坚战中取得了一定的
成果，但我们时刻不能松懈，会严格按
照上级‘脱贫不脱政策， 摘帽不摘帮
扶’的要求，继续奋斗在扶贫第一线，
在坚守脱贫成果的同时， 全力开展好
乡村振兴建设。 ”

/�记者 张芙 报道 摄

精准扶贫 让贫困户重拾生活信心

迎新春 送温暖
义诊活动走进
大安市丰收镇新乐村

城市晚报白城
讯 日前，当记者来
到洮南市福顺镇庆
太村脱贫户徐德才
家中时 ， 他正和邻
居聊着天。 “日子越
来越好了 ， 生活都
有了奔头。 ”徐德才
笑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