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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地 关注

“““““““““““““““““““““““““““““““南宫市积极完善防贫预警工作体系，在各村
设立防贫联络站，健全防贫保险、长期护理险、政
策救助、社会救助四项机制，织密防贫防返贫“保
护网”

本报讯（通讯员杨海英）近
日，巨鹿县助农团购平台正式

上线。当天，该平台向全县10

个乡镇免费发放了价值5万元

的农资扶贫消费券。

该平台投资150万元，集采

购、仓储、包装、销售、配送于一

体，主要销售巨鹿县内生产的

瓜果蔬菜、时令水果、米面粮油

等生活必需品。目前，该平台

已上线产品达600余种，预计年

销售额可达1000万元。

2020.9.17

近年来，邢台市南和区东三召乡积极调整农业种

植结构，从种植高耗低质低效作物转向经济林、中药

材、蔬菜等高效经济作物，同时积极发展农产品电子商

务，补齐“种强销弱”短板，促进农民增收。图为该乡南

头村村民正在晾晒核桃。 郭晓晴 摄

近日，临城县

贾村小学开展“谁

知盘中餐，粒粒皆

辛苦”的劳动体验

实践活动，让孩子

们从小树立珍惜

粮食、浪费可耻、

节 约 为 荣 的 意

识。图为孩子们

跟着老师学习辨

识各种农作物。

王永周 申南南 摄

本报讯（通讯员赵国华 解保硕）眼下正值蜜桃丰收时

节，在威县第什营镇南草厂村，几乎家家种植蜜桃，全村桃

园面积在1600亩以上。桃园里有毛桃、蟠桃、油桃等多个

品种，采摘期从5月中旬一直延续到9月结束，既能满足不

同时期采摘顾客的需求，又可以错开集中上市时间。

几年前，南草厂村还是一个以棉花种植为主的村子，由

于棉花种植收入不高，村民们便开始尝试着发展桃树种植，

纷纷在自家地里建起了桃园，并主动学习桃树管理技术。

仅仅用了五六年时间，南草厂村就在沙土地上建成了千亩

桃园。现在，走在南草厂村的乡间道路上，随处可见果实累

累的桃园。

在南草厂村的带动下，附近的几个村子也都发展起了

蜜桃种植，全镇桃树面积达到了1万余亩，由于桃园规模

大、果品品质好，每年都有全国各地的客商慕名而来，收购

蜜桃。在威县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南草厂村的蜜桃还卖进

了当地信誉楼、信和等大型超市，并随着威县“农校对接”消

费扶贫工作的深入推进，南草厂村的蜜桃更是“走”进了高

等院校食堂餐桌。

本报讯（通讯员李萍 徐涌）今年以来，清河县财政局、

税务局探索实施“五个一工作法”，确保减税降费政策落地

见效。截至目前，清河县落实减税降费共计11769.41万

元，其中2020年新出台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税费

优惠政策新增减税降费4355.12万元，继续执行以前年度

税费优惠政策减税降费7414.8万元。

在河北亿利橡塑集团，主管会计张国栋拿出一张印有

包联责任人姓名、职务、联系方式的卡片：“国家出台的很多

优惠政策，我们不知道如何享受，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享

受，通过卡片上的电话我们可以随时咨询。”

张国栋手里的联系卡是“五个一工作法”中的一个重要

环节。“五个一工作法”即“一账、一卡、一书、一表、一单”，该

县建立了纳税人台账，详细登记纳税人基本情况、企业法人

或者负责人、办税人员；制作了工作联系卡，明确包联责任

人的姓名、职务、联系方式，方便纳税人联系咨询；向纳税人

发放征求意见建议书，供纳税人提需求和建议时使用；制作

减税降费情况分析表，按月对分包纳税人的减税降费政策

落实情况进行分析；向企业发放问题需求反馈单，针对纳税

人提出的问题、需求以及意见建议，及时将办理结果、处理

意见反馈给纳税人。通过实施“五个一工作法”，做到户户

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形成工作闭环，确保了各项减税降费

政策真正落到实处。

本报讯（记者刘杨 通讯员

王亚磊）今年以来，为保障防贫

防返贫工作顺利推进，南宫市

积极完善防贫预警工作体系，在

各村设立了防贫联络站，确定

458名预警员，对防贫对象实时

监测的基础上，健全四项救助机

制，织密防贫防返贫“保护网”。

防贫保险机制为防贫对象

生活“兜底”保障。为防止群众

因病、因灾等情况而新增致贫、

返贫,该市自2018年开始建立

防贫保险机制，市财政投入

38.1万元为防贫对象购买了防

贫保险。去年，按每人50元标

准、5%农业人口标准，市财政

投入95万元为防贫对象购买

了防贫保险，切实降低了致贫

返贫风险，保障了困难群众的

基本生活，为群众的幸福生活

加上了“保险锁”。截至目前，

共为151名防贫对象实施保险

理赔，涉及金额33.69万元。

长期护理险机制让失能家

庭更“轻松”。该市臧家庄村

59岁的景金霞患双侧股骨头

坏死导致生活无法自理，10年

时间全靠老伴儿照顾。“自从有

了长护险居家护理服务，不光

能帮着照料生活，还提供了专

业的康复治疗。现在，搀着她

已经能下地走几步了，甭提心

里多高兴了!”景金霞的老伴儿

激动之情溢于言表。据了解，

该市积极推行长期护理险机

制，为因年老、疾病、伤残等原

因导致失能或半失能群众提供

医疗和生活服务，帮他们减轻

生活压力。截至目前，该市长期

护理保险覆盖人数达到44万余

人,6 家医院纳入定点服务机

构。并于6月份启动长护险居家

护理服务。据统计，已有34人入

住定点服务机构，191名符合鉴

定标准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员纳入

长护险居家护理待遇享受范围，

提供居家护理服务500余人次。

政策救助机制让贫困户吃

上“定心丸”。该市积极健全政

策救助机制，精准落实社会保

障、医疗救助、教育资助政策,

全力抓好防贫防返贫工作。对

因病防贫对象性质进行核定，

及时对困难群众开展医疗救

助，全力做好医保扶贫精准施

策；建立健康扶贫防返贫工作

机制，实行村医代办和月报告

制度，摸清防贫对象患大病和

慢病的底数，发现可能因病返

贫致贫问题及时解决，降低了

因病致贫和返贫风险；对有产

业发展需求的监测对象，进行

产业帮扶，协调金融办办理小

额信贷，开展技术培训，提升劳

动致富能力。对防贫对象进行

动态监测，通过办理低保、上浮

低保金、临时救助等方式实施

救助；通过采取就业创业政策

宣传、岗位信息推介、自主就业

创业等措施，使有劳动能力且

有就业愿望的43个贫困边缘户

实现了就业，就业率为100%。

今年以来，对符合政策救助条

件的216名防贫对象进行政策

救助，救助金额达35.76万元。

社会救助为困难群众送温

暖。该市积极引导共青团、妇

联、残联、工商联等利用自身

资源优势，广泛开展各种活

动，对困难群众进行有针对性

的帮扶，为防贫防返贫工作注

入新鲜活力。在减轻残疾人

家庭负担方面，该市残联今年

先后为32名残疾儿童提供康

复救助，为45名残疾人提供辅

助器具适配服务，322名残疾

人提供康复医疗、康复训练及

支持性服务，并为53名建档立

卡残疾人开展农村残疾人实用

技术培训。

同时，该市采取“政府主

导、社会参与”的方式，动员群

团组织、爱心企业和公益组织

等社会各界力量进行捐资捐

助，设立公益防贫基金专户，对

经过各种救助后仍然存在防贫

风险的防贫对象实施救助。目

前，已接收爱心企业捐赠公益

款100万元。

本报讯（记者刘杨 通讯员

张鑫）9月14日，在邢台市慈善

总会、邢台市教育局携手多家爱

心企业和个人联合开展的“托举

梦想，助力寒门学子”大型助学活

动启动仪式上，200名本年度经

济困难的准录大学生每人获得

4000元助学金，共计80万元。

本报讯（通讯员梁智晓）近年来，广宗县残联大力开展

残疾人就业培训工作，引导残疾人就业、创业，从思想上给

予残疾人关爱，增强自信心，从技能上给予残疾人免费技能

培训，提高生存能力，为就业、创业打下坚实基础。

广宗县残联为残疾人提供多种扶持，让他们自主创

业。冯铁柱是该县一位重度肢体残疾患者，2017年7月，开

办了广宗舒心精神病院，冯铁柱2020年4月申请成立了广

宗县舒心残疾人托养中心，在广宗县残联的积极引导下，想

方设法为入住的贫困精神残疾人进行工疗和农疗，教他们

学插花、种菜、养花等劳动技能，并给予他们一定报酬，此项

辅助型就业工作不仅对他们的病情恢复有帮助，还保障了

他们劳动就业的权利。

健全预警机制 实施多方救助

本报讯（记者刘杨 通讯

员贾静）9月 13日，天刚露出

鱼肚白，老辛像往常一样，来

到村南头的玉米地边，看着玉

米的长势一天比一天好，老辛

打心眼里高兴。

老辛名叫辛会增，今年60

岁，是隆尧县东良镇黄营村

人。“儿子、儿媳在外地工作，

老伴给儿子带孩子去了，家里

只剩下我一个人，每年到收种

庄稼季节，8亩地又收又种，让

我很是吃不消。”辛会增说，从

去年开始，他不再像以前那样

忙了。原来，他把家里的8亩

土地全部托管给了隆尧县桂

勇农产品种植专业合作社，买

种子、种植、管理、收割，他一

样也不用操心。并且他还到

合作社里打工，每天能挣80多

元工资，一年下来，除付清自

家田地的托管费外，还能余下

不少钱补贴家用。

在黄营村，像老辛一样过

上“悠闲”生活的农民越来越

多。全村1200亩土地中，交给

桂勇农产品种植专业合作社

托管的有近1000亩。

“我们合作社实行‘六统

一’土地托管模式，即为农户

提供技术、农资、耕种、管理、

收获、销售一条龙服务。”桂勇

合作社负责人冯建勇掰着手

指头算了一笔账，种小麦 15

元，种玉米 15 元，收小麦 50

元，收玉米40元，粉碎秸秆40

元，耕地40元，施肥40元，农

户每年一亩地只要交 240块

钱，合作社就能帮着把地种

好，农民可以安心在外打工挣

钱，真正当上“甩手掌柜”。

截至目前，该县这样的合

作社已发展有10多家，实现

土地托管25万余亩。合作社

推出半托管、全托管两种模

式，供农民自主选择。半托管

也叫“点单式”托管，地里种什

么、土地如何管理由农户自己

说了算，合作社只提供批发价

的种子、化肥、农药等，农户可

单独购买“深耕”“旋耕”“播种”

等项目。

你在外地打工挣钱，我在

家里帮你种田。家住隆尧县

大张庄乡胡家疙瘩村的赵广

社，今年 58 岁，长年在外打

工。家里的5亩地，每到收割

季节，赵广社都要从外地赶回

老家收庄稼，不但要付出高昂

的往返路费，还耽误了打工挣

钱。去年，赵广社把土地全部

托管给了当地合作社。“土地

全部托管出去后，我和妻子在

外打工挣钱，再无后顾之忧，

除了种地的收入，全家一年还

有7万多元的打工收入，俺们

的日子越过越有奔头了。”赵

广社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

合作社还针对有劳动能

力的贫困户，提供合适的工作

岗位，让他们通过自己的劳动

脱贫致富。

“由于我和老伴身体都不

好，对种地早已心有余而力不

足，去年听说乡里有托管土

地的合作社，我就将自家的6

亩耕地全部进行托管，合作

社不仅为我们减免了部分托

管费，还安排我到合作社打

工，每天挣60多块钱，足够俺

们老两口零花啦！”今年62岁

的王现会，是隆尧县大张庄

乡小王庄村的一名建档立卡

贫困户。隆尧县贞彦农业种

植合作社了解他家情况后，

主动为其减免部分托管费，

并安排王现会在合作社打工

补贴家用。

“近年来，隆尧县积极推

行土地托管模式，既保障了农

民对土地的承包权、经营权和

收益权，也把农民从繁重的农

业生产劳动中解放出来，实现

农村农民和现代农业发展的

有效衔接。”隆尧县农业农村

局主任科员郭立明说。

隆尧“田保姆”让农民种地打工两不误

近年来，广宗县自行车生产商积极“走出去”，产品

销往全国各地和国外3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贸易额近

105亿元。图为工人在天王科技有限公司流水线工作。

梁智晓 摄

本报讯（通讯员杲璐）为减

轻门诊特殊慢性病患者负担，信

都区城乡医疗保险中心开展了

门诊特殊慢性病人申报工作。

目前，下半年门诊特殊慢性病鉴

定工作已圆满结束，参加本次鉴

定的参保患者共1265人次，最

终通过1119人。

据悉，本次鉴定工作本着

“统一标准、公平公正、服务群

众”的原则，对城乡居民高血压

Ⅲ级高危及以上、糖尿病等25

种疾病开展鉴定工作，切实解决

了参保患者门诊医疗费负担过

重的问题。

邢台200名贫困大学生
获慈善总会助学金80万元

信都区完成下半年
门诊特殊慢性病鉴定

广宗残联推进辅助性就业

清河确保减税降费政策落地见效

威县蜜桃“甜美”丰收路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
武自规告字[2020]09号

经武邑县土地管理委员会2020年第五次全体会
议通过及武邑县人民政府批准,武邑县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挂牌出让一宗国有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见附表）
受让者须严格按照建设用地规划设计要求和国

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条件进行开发建设。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及其他

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均可参加竞买,申请人可以单
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注：1、2018-11号地块有部
分违法占地，地上的建筑物，竞得者须与原违法当事人
协商处理。2、报名时须提供有关部门的立项文件）。

三、本次公开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公开
出让须知。申请人于2020年9月17日至2020年10
月14日，到武邑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获取出让文件。

四、缴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为2020年10月14
日15 时。经审查，申请人按照规定缴纳公开竞买保
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20年10月14日

17时前确认其公开竞买资格。
五、该宗地块将采取挂牌方式出让，本次国有土

地使用权公开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受让人，挂
牌的加价幅度为壹万元或壹万元的整数倍。（注：成交
价不含税费。）

六、该宗地块设有底价。最高挂牌价格不低于底
价的，主持人宣布成交。最高挂牌价格低于底价的,
主持人宣布不能成交。

七、公开挂牌的时间为2020年10月7日9时至2020
年10月16日9时，地点为武邑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八、竞得人交纳的竞买保证金，成交后转作受让
地块的出让金。成交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竞得人须
与我局签订出让合同。竞得人逾期不签订出让合同
的终止供地，定金不予退还。签订合同之日起30日

内，受让人必须缴清成交土地总价款。受让人不能按
时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自滞纳之日
起，每日按合同约定迟延支付款项的千分之一向出让
人交纳滞纳金。延期付款超过60日，经出让人催交后
仍不能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出让人
有权解除合同，受让人无权要求返还定金，出让人并
可请求受让人赔偿损失。

九、联系方式与银行账号
联系地址：武邑县宁武路南侧
联系电话：0318-5736102 联系人：贾建英
竞买保证金缴纳银行账号：武邑县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指定的银行账号。
武邑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9月16日

巨鹿助农团购平台上线

南宫织密防贫防返贫“保护网”

宗地编号 宗地面积 规划用途 出让年 建筑容 建筑密度 绿化率 建筑高度 起始价款 竞买保证金 宗地位置
（平方米） 限（年） 积率 （万元） （万元）

2020-21 182648 仓储用地 50 ≥0.8 ≤40% ≤15% ≤24 3601 3601 武邑县清凉店镇衡德路以南、
孟周村村地以北

2018-11 29407.37 工业用地 50 ≥1 ≤40% ≤20% 377 377 武邑县兴旺路、河北海恩德
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以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