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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户有了“双保险”
本报记者 张允强 通讯员 姜义双

生病住院不用建档立卡贫困
户掏一分钱——随着辽宁铁岭市
和中国人保财险铁岭分公司为贫
困户量身定做的“健康保”“收入
保”落实到位，铁岭市的贫困群众
开始享受到这项贴心的保障。

前不久，开原市贫困户母金库
因患糖尿病住进开原市中心医院，
出 院 结 算 ，共 产 生 费 用 3718.66
元。这些费用最终被全部核销，医
保统筹支付 3138.10 元，本人应当
支 付 的 剩 余 款 由“ 健 康 保 ”补 偿
406.65元，医院补助173.91元。

“住了8天院，我自己没花一分
钱。要不是有这样的好政策，住院
费真是负担不起。”母金库说。

据铁岭市扶贫办主任刘庆成
介绍，随着脱贫攻坚工作进入“深
水区”，如何解决贫中之贫、困中之
困和贫困户脱贫之后再度返贫问
题，成为铁岭市脱贫攻坚的重点和
难点。铁岭市积极探索、充分发挥
保险业的风险保障功能，与中国人
保财险铁岭分公司合作，通过开发

“健康保”“收入保”等组合保险产
品，确保贫困户能够稳定脱贫不
返贫。

人保铁岭分公司党委书记、总
经理胡晶告诉记者，按照“定向、精
准、特惠、创新”的原则，人保铁岭
分公司为铁岭市 9.37 万名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量身定制了“健康保”
扶贫保险产品。“健康保”主要针对
全市所有因病致贫、经济负担沉重

的贫困户，对符合铁岭市基本医疗
保险规定报销的医疗费用，经新农
合基本医疗、大病保险、医疗救助
补偿后的剩余合规部分，保险公司
进行补偿，实现合规自负部分“零
负担”。

据了解，“健康保”一方面能实
现贫困人口住院“零负担”，一方面
还与医疗机构共同承担部分合理
费用，将成为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继新农合之后的第二大医疗救
助承担体系，既解决贫困人口医疗
费用负担，也减轻医疗机构的负
担。

与此同时，铁岭市积极与人保
铁岭分公司合作，通过开发“收入
保”保险产品，不用建档立卡贫困
户掏一分钱，就能确保收入达到脱
贫标准，确保实现稳定脱贫。

“收入保”主要针对 2018 年预
脱贫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以及2015
年至 2017 年无稳定产业扶持的返
贫人口。保险期内，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的年人均耕地收入、国家发放
的农作物政策性补贴收入，以及
2018 年预脱贫人口的产业扶贫收
入合计金额未达到省贫困人口脱
贫标准的，对差额部分给予赔偿。
2018 年 6 月份，铁岭市扶贫办为
2018 年预脱贫及返贫的 2 万多名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人 口 投 了“ 收 入
保”。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全市
共有近2万名贫困人口获得保险理
赔，赔付率达300%。

国网福建电力发挥行业优势助力脱贫攻坚

“照亮”贫困群众增收路
本报记者 薛志伟 通讯员 林丽平

国网福建电力员工帮助贫困户检查光伏发电设备。 本报记者 薛志伟摄

2004年以来，国网福建电力连续5轮参加福建省整村推进扶贫开发工作，累计挂钩帮扶213个

省、市、县三级扶贫开发重点村。他们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完善农村电网、助力光伏发电、进行基础

设施建设、因地制宜带领贫困群众发展“一村一品一特色”产业，促进了贫困群众增收、脱贫、致富

2018 年 10 月份，福建龙岩市级
贫困村——永定区西溪乡肖地村七
桥自然村10千伏四联线七桥支线改
造工程全面完工。该工程进一步提
高了该村的供电可靠性，为村民生产
生活用电需要提供了坚实保障。

精准脱贫，电力先行。国网福建
电力有限公司努力发挥电网基础设
施的保障作用和行业优势，全力助力
脱贫攻坚。

确保贫困县不“贫”电

加快农村电网发展是改善农民
生产生活、扶持农村产业开发、加快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国网
福建电力始终高度重视农村电网发
展 ，2013 年 至 2017 年 ，累 计 投 资
400亿元，为福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了坚强有力的电力保障。特别
是2016年和2017年，国网福建电力
提前 3 个月打赢了新一轮农网改造
升级两年攻坚战，累计完成 1765 个
小城镇（中心村）电网改造升级、
2998 个自然村（涉及贫困村 982 个）
通动力电，惠及农村人口超过430万
人，涉及贫困村人口超过30万，显著
改善了农村农业农民的用电条件。

国网福建电力相关负责人介绍，
近5年来，国网福建电力开展“供电满
意 情系老区”行动，加大了对23个省
级扶贫开发重点县的电网建设。他
们按照“差异化、个性化、标准化”电
网规划思路，通过增加电源布点、缩
短供电半径、加强线路互联互通、提
升户均配变容量的措施，有效解决了
扶贫重点县农村电网“低电压”“频繁
停电”“卡脖子”等问题，实现了扶贫
县、革命老区供电保障能力达到本省
农网平均水平。2013年至 2017年，
福建扶贫重点县电网投入达 103 亿
元，确保了贫困县不“贫”电。

“阳光”收益助脱贫

“像今天这样的晴好天气，光伏
电站一天就能发电200多千瓦时，收
益可达 200 多元。”在龙岩连城县四
堡镇田茶村光伏扶贫发电站，电站管

理人员傅新华说，该村投资 48 万元
建成光伏扶贫发电站，发电站并网
后，年发电量可达 3.7万千瓦时，“仅
此一项，每户贫困户每年就可实现增
收1500元左右。”

从 2016 年 3 月份起，连城县开
始推进光伏产业扶贫，以奖补扶持贫
困村的方式鼓励实施光伏扶贫项目，
至 2018 年 5 月份，实现了 47 个宜建
贫困村光伏电站全覆盖。

为确保项目快速落地，国网连城
县供电公司对每个光伏扶贫项目的
建设、接入电网都提供“一站式”服
务，开通服务绿色通道，确保光伏扶
贫发电项目顺利发电。

光伏扶贫工程是国务院提出的

精准扶贫十项工程之一。国网福建
电力积极助力光伏扶贫工程，全力服
务光伏发电项目，优先改造光伏发电
接入电网，畅通接网绿色通道，全额
消纳发电电量，及时做好电费结算和
补贴发放工作，确保“电站同步并网、
电量全额消纳、收益及时支付”。

国网福建电力相关负责人介绍，
自2015年受理全省首个光伏扶贫项
目并网申请以来，截至目前，国网福
建电力已累计受理光伏扶贫项目
2520 个，其中已并网项目 1857 个，
容 量 5.11 万 千 瓦 ，累 计 发 电 量 约
3700万千瓦时，2万多户贫困户从中
受益。

出钱出力更出思路

“感谢驻村工作队帮我们建了
这座新桥，有了这座新桥，我们去
田里耕作、运输肥料、收割庄稼都
方便多了。”上坊村村民晏贤忠告诉
记者，原先村里的小桥不仅没有护
栏，而且桥宽不到 2 米，仅能供摩
托车通行，到了汛期，河水还常常将
桥淹没。

上坊村是革命老区基点村，位于
三明市明溪县城东郊，全村登记贫困
人 口 191 人 ，是 省 级 扶 贫 开 发 重
点村。

“仅 3 年时间，上坊村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这离不开驻村干部
王云鹤的帮助和带动。”上坊村村主
任揭桂英说。

王云鹤是国网三明供电公司综

合服务中心党支部副书记。2014年
4 月份，受国网福建电力委派，到上
坊村任驻村第一书记。他多方筹集
资金 2000 多万元，修建道路桥梁、
建设美丽乡村、引种名贵花木，使村
民的人均年收入从 2013 年的 7200
元提高到2016年的1.1万元。

2004 年以来，国网福建电力连
续5轮参加福建省委、省政府整村推
进扶贫开发工作，累计挂钩帮扶213
个省级、市级、县级扶贫开发重点村，
先后选派 53 名政治素质好、工作能
力强、能吃苦肯奉献的优秀员工任驻
村干部或第一书记，累计投入帮扶资
金 4000 多万元，大幅度提高了帮扶
村村民收入。

“选准发展路子，对症下药扶贫”
是国网福建电力开展扶贫工作的根
本原则。国网福建电力按照“一村一
品一特色”思路，立足当地资源优势
制定帮扶规划，因地制宜选准、选好
发展路子，并积极给予资金和业务上
的扶持，促进贫困村、贫困户增收、脱
贫、致富。

在开展驻村帮扶工作中，国网
福建电力制定了挂钩帮扶管理办法
和驻村帮扶干部管理办法，建立了

“三级联动、齐帮共扶”机制，规范
帮扶工作，激励帮扶干部尽心尽力
做好驻村帮扶工作。同时还将挂钩
帮扶工作纳入公司年度重点工作，
一把手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
专业部门负责归口管理，派驻地市
公司负责属地化管理，派驻干部单
位负责落实帮扶项目，有力推动了
挂钩帮扶工作的深入开展。福建龙岩市美溪村的光伏发电站。 本报记者 薛志伟摄

“价格不错，每斤 1.3 元，比上年
行情好。这多亏了邮政帮我们把砀
山酥梨的名声打出去。”安徽省砀山
县园艺场家庭农场主李军告诉记者，
以前卖梨，除了客商来订货，基本上
就是“提篮小卖”，遇到阴雨天就犯
愁，“2017年开始，邮政帮我们卖梨，
从包装到宣传再到销售，一条龙服
务，而且都是按照优质优价的原则；
70 亩梨园的产量，有一半以上都是
邮政帮忙卖的，比我自己卖多赚了三
四万元呢！”

李军所说的“邮政帮忙卖梨”，其

实就是2017年安徽邮政分公司借助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举办的首届“邮乐
919 购物狂欢节”。依托全网优势，
中国邮政集团在邮乐网上专门设置
了砀山酥梨专场活动，从而带动了砀
山酥梨的网上销售。

“我们也没想到，老树梨专场活
动竟会带动砀山酥梨在网上如此热
销。”安徽省邮政分公司渠道平台部
副总经理火颖翀告诉记者，2017年9
月1日至9月20日，砀山酥梨累计形
成订单 71.82 万单，总共卖出近 150
万公斤，销售额达 1148.27 万元，帮
助 2000 多农户将砀山酥梨销往全
国 30 多个省市，且带动当地酥梨收
购价格提高 0.4 元/公斤，为砀山梨
农增收200多万元。

近年来，中国邮政大力发展农村
电商，探索出一条线上与线下相结
合、工业品下乡与农产品返城相结
合、政府公共服务、精准扶贫相结合
的农村电商发展新路子。截至2018
年上半年，中国邮政集团邮乐网共建
成709个扶贫地方馆，覆盖832个国
家级贫困县，探索出的“邮乐网+原
产地认证+地方邮政+农村合作社+
农户”运营模式，极大地推动了农产
品进城，有力帮助农民增产增收。以
重点贫困村江西省瑞金市壬田镇凤
岗村为例，江西邮政分公司携手当地
政府，帮助该村成立了“廖奶奶咸鸭
蛋专业合作社”，吸收32个贫困户抱
团 发 展 ，年 销 售 咸 鸭 蛋 超 过 200
万枚。

随着“电商进村”“快递下乡”工
程的深入推进，目前，全国快递乡镇
网点覆盖率已经超过87%，各大快递
企业纷纷通过增加网点、新开邮路，
加大“下乡”力度。

“邮政电商业务的发展必然会推
动包裹快递等其他邮政业务的发
展。”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张
荣林说，以“邮乐919购物狂欢节”为
例，不仅重点上线了革命老区、偏远
山区、贫困地区的 2.2 万种特色农产
品，还为农户提供营销、包装、寄递等
全流程配套服务，在为“原汁原味原
产地”的农特产品进城搭建绿色通道
的同时，也有效满足城市居民对绿色
农产品的消费需求，帮助农村贫困家
庭实现脱贫致富。

中国邮政集团打造农村电商服务生态圈

让村邮路变成致富路
本报记者 吉蕾蕾

线上线下联动挖潜

北京开办“不落幕”的

扶贫产品展销会
本报记者 杨学聪

一场特殊的展销会日前在北
京消费扶贫产业双创中心拉开帷
幕。随着这个展示空间的启用，一
个365天“永不落幕”的扶贫产品展
销会在首都北京开展。

北京市承担着西藏、新疆、青
海、内蒙古、河北、湖北、河南7省区
89个县级地区的扶贫协作任务，其
中纳入中央考核的就有新疆、西
藏、青海、内蒙古、河北 5 省区的 72
个县级地区。怎样充分利用北京
的资源优势，带动受援地脱贫摘
帽？线上线下联动的双创中心是
一次大胆尝试。

首都北京有巨大的消费市场，
北京对口支援地区则有着各具特色
的土特产。近年来，北京充分发挥
市场优势，拓宽扶贫产品营销渠道，
加大消费扶贫力度。仅2018年，就
通过在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开设
销售专区，累计销售贫困地区蔬菜、
水果等价值90亿元。通过用活“互
联网+精准扶贫”，推动电商设立扶
贫产品馆或扶贫频道，累计网上销
售贫困地区农副产品11.5亿元。

北京消费扶贫产业双创中心
由北京市扶贫支援办、北京市商务
局、北京首农食品集团共同主办，
立足北京超大型消费城市市场优
势和各方要素优势，打通受援地农
特产品生产、运输、包装、销售等全
产业链条，实现线上线下同步展示
展销，广泛动员社会力量通过消费
参与扶贫，进而带动贫困户脱贫增
收、上下游企业受益、消费者获得
实惠，实现多方互利共赢。

记者在双创中心看到，这里有
新疆和田的玉枣、西藏的藏香藏
蜜、青海玉树的牦牛肉和黑枸杞、
内蒙古的牛羊肉、河南的野生猕猴

桃酒、湖北的丹江水产……1.5万平
方米的展销区内，2000多种原生态
优质特色产品均由北京帮扶的7省
区89个县级地区直供。

春节期间，位于大厦一层的迎
新春展示体验活动持续一周，为北
京市民选购正宗特色年货提供了
便利。大厦二层是地方特色馆集
中展示展销区。双创中心相关负
责人表示，这里所有产品的质量都
经过相关部门严格把控，符合标
准，产品价格经过物价部门审核，
公道合理。此外，建行善融商城开
设的线上扶贫特色馆同步展示销
售，市民足不出户即可下单。据初
步统计，线上线下入驻企业直接或
间接带动受援地区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近10万人脱贫致富。

“通过长期持续的展销，用潜
力巨大的消费市场带动贫困地区
脱贫攻坚，这正是北京探索的消费
扶贫模式。”北京市扶贫支援办主
任马新明说。

据了解，双创中心实行线上线
下联动、援受双方联动、双创联动、
市区联动、政企银联动的“五联动”
运营模式，旨在实现线上线下展示
交易、前后方互动创新、社会广泛
动员、产业化要素服务、信息共享
与宣传推介“五大功能”，进而带动
受援地区品牌培育、市场拓展、商
品增值、科技赋能、脱贫致富。未
来，双创中心将努力打造成首都市
民认可、国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消
费扶贫基地，培育一批具有地域特
色、满足首都市民消费需求、体现
北京元素的知名产品品牌。通过
传统产销对接、双创拓展、市场培
育，提升供给能力和水平，助力受
援地区打赢脱贫攻坚战。

来自西藏的文创企业带来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创产品。

本报记者 杨学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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