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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多举措防止因疫因病返贫致贫

发挥好防止返贫监测帮扶
机制作用

“之前一直担心买不到退
烧药，现在好了，驻村工作队和
村干部给我送药上门还不要
钱，我不用再担心了。 ”元旦前，
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奉家镇渠
江源村 71 岁的监测对象刘崇
富， 从帮扶工作队队长龙田泗
手中接过防疫爱心包后， 脸上
露出了笑容。

去年底，娄底市为全市防止
返贫监测户精心准备了 22838 份
防疫爱心包，每份爱心包内含洛
索洛芬钠片、 抗原检测试剂和
N95 医用口罩等抗疫物资。 连日
来，各县（市、区）组织 1872 支志
愿送药小分队深入乡镇村组，确
保在元旦前将退烧药及医用口
罩送到有需要而又行动不便的
监测对象手中。

“我们村有 2242 人，6 个网
格，23 户监测对象。前几天下雪，
道路被封，8 名村‘两委’干部和
驻村工作队员冒着风雪严寒，将
防疫爱心包一一送到 23 户监测
对象家里。 对其他感染了新冠病
毒的群众，村里有两个卫生室进
行诊治， 还有乡村医生上门巡
诊，确保病了有人管。 ”渠江源村
党支部书记奉友辉说。

在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当
地组织集中采购咳特灵胶囊、复
方氨酚烷胺胶囊、抗原检测试剂
盒等防疫物资， 并组成 7000 份

“爱心健康包”，为全区各街道和
农村困难群众免费发放。 每个爱
心包里都附上了《阳了，怎么办》
用药指导，详细列出用药提示和
防疫相关提醒，为村民提供基本
的防疫保障和指导，有效帮助村
民掌握居家康复流程，实时监测
健康状况。

今年 72 岁的赵康银，是一
名脱贫户， 早年因肢体残疾失
去劳动能力， 儿媳也因意外落
下残疾。 这个家的重担便落在
儿子赵长育身上， 他只能在离
家较近的地方一边打工一边照
顾家庭。

“区上关心我们这些特殊群
体， 专门送来预防和治疗的药
品， 还让医生上门给我们检查。
有了政府的关心和村干部的照

顾，我们一定会把自己的日子过
好。 ”赵康银怀里抱着“爱心健康
包”感动地说。

国家乡村振兴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充分发挥驻村第一书记
和工作队作用，重点做好上门排
查、 因户施策和协调配合等工
作。 把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存在
返贫致贫风险的农户及时识别
为监测帮扶对象，对符合条件的
农户，通过绿色通道先落实帮扶
措施再完善手续。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
提供防疫帮助

众人拾柴火焰高。 各地社会
力量积极为脱贫地区捐赠防疫
物资，参与困难群众救助，有效
防止脱贫群众因疫因病返贫致
贫。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携手日
照三奇医疗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向湖北省英山县捐赠总价值
109.45 万元的 5500 个健康礼盒，
内含防护口罩、消毒液、消毒湿
巾等卫生防疫物资。

同时，其还携手友成企业家
乡村发展基金会开展“名医助村
医”活动，通过中国红十字基金
会乡村医生在线平台，为乡村医
生讲解、分享如何应对疫情防控
方法，提供线上咨询服务，助力
乡村抗击新冠疫情。

“多亏了乡村医生在线平
台，解答了我的疑问。 ”湖北省英
山县陶家河镇胡家垸村脱贫户

汪桂慈，新冠阳性转阴后一直担
心咳嗽问题。

北京字节跳动公益基金会
联合抖音乡村计划，重点针对贵
州省和内蒙古自治区 30 个乡村
振兴重点帮扶县和江西省五个
欠发达县，捐赠及发放约 2 万份
“防疫物资包”，助力农村地区疫
情防控。

据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此
次“防疫物资包”主要包括对乙
酰氨基酚、 维生素 C 泡腾片、
N95 及 N96 口罩、 消毒液等，捐
赠总额约 400 万元。在贵州省 20
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主要发
放对象为留守儿童及其家庭；在
内蒙古自治区 10 个乡村振兴重
点帮扶县、 江西省五个欠发达
县，主要发放对象为“五保户”、
低保对象和脱贫不稳定户中的
老年人。

2022 年，天津市印发《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助力结对地
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有
关措施》《关于助力甘肃应对新
冠疫情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
返贫底线的通知》 等政策文件，
聚焦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和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等
重点区域，紧盯脱贫户、监测户
等重点人群，及时调整财政援助
资金和社会动员资金的使用方
向，优先支持应对疫情影响促进
脱贫人口增收等项目。

天津市合作交流办相关负
责人说，全市各区及时与结对县
对接， 了解当地疫情防控情况，

有针对性地给予帮助；紧急调拨
一批包括医用隔离面罩、连体式
隔离衣、 非无菌型防护口罩、一
次性医用乳胶手套、医用隔离鞋
套等医用物资，共计 39 万件、总
价值达 1000 万元。

帮助脱贫地区
解决农产品销售问题

2022 年 12 月 29 日，由四川
省乡村振兴局、 省发展改革委、
商务厅、财政厅、农业农村厅共
同主办的“天府乡村”公益品牌
年货大集成都天府广场活动现
场，128 个展位前人头攒动，热闹
非凡。 菌类干货、腌腊制品、米面
粮油、休闲零食、蜂蜜茶饮、时令
水果……贴上“天府乡村”公益
品牌，四川脱贫地区优质农特产
品吸“睛”又吸“金”。 当天，共有
来自 21 个市（州）的 128 家企业
参展，一千余种四川优质农特产
品亮相。

作为四川省消费帮扶的重
要举措，“天府乡村”公益品牌年
货大集活动启动仪式上，集中签
约合作协议总金额超 7 亿元，涉
及雷波脐橙、 石渠县农畜土特
产、 广元市特色脱贫农副产品
等。 其中，阿坝州乡村振兴局与
成都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有限
责任公司签署了价值 5 亿元合
作协议。

雷波县李家湾脐橙种植专
业合作社此次与四川易田电子
商务股份有限公司签下 300 万
元销售订单。 合作社理事长李才
强说：“之前受疫情影响，对产品
销售产生较大冲击，好在此次签
约活动，帮助合作社打通销售渠
道，稳住了脱贫群众的收入。 ”

在浙江衢州柯城区“北川特
产专馆”， 通过创新打造体验式
的消费帮扶馆，用“沉浸式”的舒
心购物体验，让北川腊肉、苔子
茶、土蜂蜜等“土味”农特脱贫产
品，在东部城市火速“出圈”，短
时间内就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和
消费者的欢迎。

“我们借助东西部协作平台
着力打好消费帮扶‘组合拳’，通
过在柯城网红地段建设‘北川
馆’进行展示销售，建设示范直

播间、培养农民达人主播，推动
北川产品进入‘桔子花开’连锁
商超、‘政采云’协作商城等销售
平台，以及开展‘绵品出川’‘羌
荟优品进柯城’等活动推销北川
产品。 2022 年以来，我们共帮助
北川销售农特产品 6800 余万
元，有效地降低了新冠疫情对当
地农民收入的影响。 ”柯城区招
商投资促进中心党组成员叶德
刚说。

近年来，北川“以消费兴产
业、以产业促振兴”，抓住消费帮
扶这一契机，利用“绵品出川”机
会，筛选“羌食荟”120 多个农特
产品进入推荐名录，与对口帮扶
北川的浙江柯城及省内机关、企
事业单位积极对接，不断扩大扶
贫产品订单采购规模。 同时，组
织县内 30 多家优质涉农涉牧企
业， 参加绵阳市组织的前往福
建、广东、上海等地“绵品出川”
展销活动，为北川农特产品走出
四川搭建平台。

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眼
下正是萝卜、白菜、冬桃、火龙果
等时令果蔬上市旺季，受疫情影
响，襄州区部分农产品存在滞销
难题。 区乡村振兴局心系群众，
想群众之所想、 急群众之所急，
迅速安排驻村工作队摸排统计
各镇农户，特别是脱贫户、监测
户家中种植的农产品产销情况，
同时充分发挥“牵线搭桥”作用，
积极联系果蔬销售渠道，为滞销
农产品找出路。

“看着又大又红的火龙果到
了成熟期， 却因疫情销售不畅，
真的是心急如焚，好在党和政府
及时帮我们打开销路，我家火龙
果不愁销了。 ”看着一筐筐已有
着落的火龙果，种植大户汪静激
动地说。

国家乡村振兴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2022 年，各地通过开展
消费帮扶行动， 累计采购和帮
助销售脱贫地区农产品 1115.6
亿元，进一步夯实了脱贫基础。
为加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影响， 各地要深化开展消费
帮扶活动， 帮助脱贫地区解决
农产品销售问题， 引导更多资
源和力量倾斜支持脱贫地区、
脱贫群众。 （据《农民日报》）

近日， 国家乡村振兴
局印发《关于积极

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扎实
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通过
加强监测、 组织社会力量参
与、强化重点帮扶等，积极应
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有效
防止因疫因病返贫致贫，最
大程度保护脱贫群众的身体
健康和生命安全， 最大程度
减少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的影响。

” 四川“天府乡村”年货大集现场（李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