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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既送温暖更送信心
———异地扶贫搬迁户王秀章的幸福生活

“女儿研究生毕业了，现在区扶贫办实习，政府又给免费建
了房子，我希望自己能够再多活几年，看着女儿出嫁。 ”近日，西
洞庭管理区纪委工作人员和祝丰镇扶贫专干一起走进民安村，
见到了积极向上、坚强乐观的异地扶贫搬迁户王秀章。

贫病交加 生活难承其重
现年 52 岁的王秀章是民安村四组村民，原本在家务农，日

子虽然清苦，一家三口和和美美，也还过得去。 女儿很争气，考
上了大学，眼看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2012 年,王秀章查出罹患癌症，需要马上手术。 家里耗尽了
原本不多的积蓄，还欠了不少外债。2018 年底，妻子突发疾病离
世，王秀章癌症复发。 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没有击垮这个男
人，“生活还得继续，我不能放弃，不能让孩子担心。 ”王秀章一
如既往包种了十几亩田地，辛苦劳作，用勤劳的双手支撑起了
这个家。

温暖扶贫 阳光照进农家
2016 年，一直借住在兄长家的王秀章赶上了易地扶贫搬迁

的好政策。 西洞庭管理区发改局驻村工作队以及民安村村委，
主动为王秀章进行了申请。

从寄人篱下到拥有红瓦白墙、 两室一厅一卫一厨的新房，
王秀章很是高兴，一家人有了对生活的更多盼头。

王秀章是一个有骨气的汉子， 不愿意大家给他家 “开小
灶”。 这些年下来，帮扶干部和村委就“想方设法”为王秀章给予
“低保”“子女就学”“大病救助”等方面的关心与帮助。

在王秀章自己的努力和各方帮助下，他的身体情况趋于稳
定，女儿本科毕业后还考上了研究生。

心若向阳 黎明即将到来
每当大伙向王秀章请教这些年与病魔斗争的秘诀，他总是

笑着说：“抗癌八年，放好心态这一点非常重要。 这么多年，是国
家、政府、村委帮助我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是社会这个大家
庭给了我与病魔抗争的勇气，我要好好活着，不辜负他们。 ”

2019 年后， 王秀章的身体已经支撑不了强体力劳动了，但
他仍以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这份坚持，令人动容。

精准扶贫 既送温暖更送信心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

西洞庭管理区把扶贫与扶志有机结合起来，既送温暖，更送志
气、送信心。

西洞庭管理区今年将不折不扣完成脱贫任务，广泛开展物
质扶贫、精神扶贫，树立扶贫典型，让王秀章这样的贫困户走出
困境，以勤劳和勇敢去拥抱新生活。

陈虹

“该区建档立卡贫困户邓
若寒旱厕改造不到位的问题 ，
请你局引起重视， 尽早落实解
决。 ” “酉港河发现拦网等禁用
渔具, 有人捕鱼拖鱼，请你局务
必高度重视,加派人手做好禁捕
退捕督查工作。 ”自 8 月份常德
市西湖管理区纪委区村协同片
区监督工作全面推进以来 ，陆
续收集到新港村、鼎园村、鼎裕
村、 黄泥湖村等各监督片区群
众的诉求。

为进一步落细落实区村协
同片区监督工作， 针对上述反
映突出问题， 西湖纪委先后协
调住建局、农业农村局及镇、村
工作人员进行联合办理。 在办
理邓若寒厕所改造问题时 ，反
映人在外就读， 工作人员到现
场核查后及时与反映人进行了 电话沟通， 并将相关政策进行 了宣传和解读， 得到了反映人

的理解； 在处置退捕禁捕问题
时， 考虑到部分村民群众对禁
捕退捕政策认识存在偏差 ，西
湖纪委驻新港 “片区监督员 ”
会同区农业农村局在村部对
20 多 名 群 众 进 行 现 场 接 访 ，
认真倾听记录下反映人的诉
求 ，并对禁捕退捕范围 、禁用
渔具种类等相关政策进行了
解释说明 。 经过沟通 ，与会群
众表示对禁捕退捕工作有了
详细了解 ， 对此项工作予以
支持 。

区村协同片区监督工作全
面推进以来， 西湖管理区纪委
重点把握好四个方面， 一是早
谋划 ，补足监督短板 ，勤走访 ，
及时上报化解；二是早发现，主
动下沉息访，顺机制，保持部门
联动；三是稳基础，监督乡镇发

力； 四是强内功， 加强自身建
设。 不断推动纪检监察向基层
延伸， 直接面向群众、 服务群
众，打通基层监督“触角末梢”。
通过区村协同片区监督工作的
开展， 打造群众身边的 “监督
哨”，加强对基层惠民政策落实
落地落细情况的监督。

西湖纪委区村协同片区监
督工作开展以来， 共接到群众
反映民生问题 31 件，均通过片
区监督员和各区直单位协同 ，
在村级层面得到了缓和与合理
解决。 西湖管理区纪委负责人
强调,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区村协
同片区监督工作， 对相关职能
部门落实主体责任， 对工作不
力或责任落实不到位的单位个
人将依规问责追责。

李湘莲 封吉龙

日前， 澧县奇宇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的两条大蒜加工生产
线安装调试完工， 接下来将全
力服务于火连坡镇大蒜扶贫优
势产业。 该公司大蒜订单农业
面积 从 最 初的 500 亩 扩 大 到
5000 亩，实行了对 10 个贫困村
全覆盖。 这是澧县农业农村局
派驻纪检组为产业扶贫保驾护
航的一个缩影。

“火连坡镇扶贫产业不强，
没有龙头企业带动。 ”这是去年
县纪委扶贫领域专项整治发现

交办的问题。 县农业农村局派
驻纪检组得知后， 第一时间与
局党组会商， 组长方志四处打
听，外出招商，从河北引进奇宇
农业， 一期投资 2000 多万元，
发展大蒜产业，边建设边投产，
效益初显， 贫困户也尝到了甜
头。 由于厂房建设用地 、基地
面积不足 ，加工电价高 、环保
不 达 标 等 等 问 题 随 之 而 来 ，
企业老板感到困惑 ， 无计可
施 。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我

们纪检人的职责， 理应为企业
排忧解难。 ”纪检组了解情况后
带着老板到各职能部门咨询政
策，并给县纪委领导汇报，县优
化办专门召开现场协调会 ，对
照问题逐一拿出解决办法 ，并
由农业农村局会同纪检组跟踪
指导， 帮助企业整改落实步入
正轨。同时 ，争取 12 万资金扩
大大蒜种植面积 ， 实现了扶
贫优势产业全镇贫困村全覆
盖 。

周青松 龚艳

“如果没有医疗保险扶贫优惠政策 ，面
对巨额医疗费，我们根本无法承担，感谢政
府和区医保处给了我们家最大的支持。 ”前
不久，家住常德西湖管理区西湖镇旺寿村的
伍喜凤夫妻来到西湖区人社局，对工作人员
表示感谢。

近年来，区人社局严格按区党委、区纪
委的要求，认真履行从严治党责任，深入推
进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将健康扶贫优惠政
策落到实处。 通过政策宣传单 、帮扶干部
下沉基层实地走访群众等方式 ， 结合辖
区内群众实际情况 ， 先后对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 、城镇低保人员 、农村低保人员 、
特 困 人 员 （农 村 五 保 户 、城 镇 ‘三 无 ’人
员 、贫困残疾人 ）推出了 “先诊疗后付费 ”
和 “一站式 ”结算政策 ，既简化了病人就
医看病程序 ， 又减少了病人家庭的经济
压力 ，防止因病返贫现象 ，确保群众真正
脱贫奔小康 ，心存幸福感 。

区人社局纪检联络员、副局长朱永强介
绍：“一直以来，我局肩负着健康、就业、社保

等等扶贫项目工作，是区里扶贫工作的主力
军，工作来不得半点马虎。 目前各项扶贫工
作成绩斐然。 今年 4 月 2 日，我局党支部组
织了全体干职工集中学习了党风廉政建设
在各项工作的精神。主动对接邀请区纪委监
查组明察暗访我们扶贫工作的落实情况。 8
月下旬，全局干职工认真学习了区纪委‘片
区监督’模式的开展理念，结合‘片区监督’
工作纵深的推进，充分利用此契机进一步提
高了全局干职工对各项民生扶贫工作的质
量和效率。 ”

西湖管理区现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员
2514 人， 其中 2498 人参加城乡居民医保，
16 人系六类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截至目前，
贫困人员享受一站式住院结算 489 人，住院
医疗总费用 263 万多元，基本医疗支付 164
万多元，意外伤害 5.6 万多元，大病保险 7.6
万多元，特惠保 3.4 万多元，医疗救助 53 万
多元 ， 医院减免 2.4 万多元 ， 报销比例为
90%。

李湘莲 朱红卫

以“片区监督”践行纪检职能

派驻纪检组为产业扶贫保驾护航

西湖管理区人社局：
扎实推进健康扶贫政策落地

西湖纪委片区监督员协同农业农村局干部入村接访群众反映禁捕退捕情
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