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操作说明和录入指南

吉林市脱贫攻坚信息
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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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开发网和脱贫攻坚信息
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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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网址

 吉林市扶贫开发网

 http://fupin.ijiangcheng.com.cn/index

 吉林市脱贫攻坚信息管理系统网址

 http://www.ijiangcheng.com.cn/fpws



系统操作和咨询

 业务咨询：

 吉林市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扶贫综合组

 联系电话:0432-62048391/62048346

 市直第一村书记QQ工作群: 517234781

 技术咨询：

 吉林云网络计算机网站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0432-62066192

 穆雪林（经理）：18686560088

 于沈圻：13620765665



系统进入方法

 方法一：

 方法二：



1
• 第一步：在浏览器中登录吉林市扶贫
开发网ttp://www.ijiangcheng.com.cn/fp/index

2
• 第二步：扶贫开发网页面右侧中部
【吉林市脱贫攻坚信息管理系统】入
口进入

3
•第三步：进入登录页面（“爱江城”城市服务

管理平台），输入用户名、密码和委办局编
号登录

1
•第一步：在浏览器中直接登入信息管理系
统http://www.ijiangcheng.com.cn/fpws

2

•第二步：进入页面登录（“爱江城”城市服务

管理平台），输入用户名、密码和委办局编
号登录

qq://txfile/
qq://txfile/


用户名、密码和委办局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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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登录

• 输入下发的登录账号（由
字母或数字组成）

用 户 名

• 初始设定为简易密码，用
户在使用时需要重置密码

密 码

• jlsfpbgs.gov.cn（通用）委办局编号



业务场景和操作路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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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录入

 用户登录后（界面如下图），在系统功能界面中选择

相应系统功能入口，进行信息录入。



贫困户管理信息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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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进入



基本情况-1

 包含5项录入内容，具体内容和释义如下：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一般为户主电话号码，也可以填写能够联系该户主的家庭成
员、亲戚、邻居、村负责人电话。若为固定电话，需填写区号。

开户银行和
银行账号

•开户银行和银行账号：是指贫困户用于存取各类到户补贴资金所使用的
具体开户银行和银行账号。

识别标准

•识别标准：指贫困户所属范围，包括国家标准、省定标准和市定标准。

•国家农村扶贫标准是指依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扶贫标准。省、市级农村扶贫标准是指某些省根
据自身财力和农村低保标准，自行确定的省、市级农村扶贫标准。本指标由省级统一填报口径，
由登记员填报。执行国家农村扶贫标准的省，登记员填写国家农村扶贫标准；执行省级农村扶
贫标准的省，登记员填写省级农村扶贫标准。



基本情况-2

贫困户属性

• 贫困户属性：包括一般贫困户、低保贫困户、五保贫困户（勾选）。

• “一般贫困户”是指狭义的贫困户，指家庭有劳动能力，且家庭人均纯收入低
于国家贫困识别标准的农户。“低保贫困户”是指享受了国家低保待遇，家庭
人均纯收入仍低于国家贫困识别标准的农户。低保贫困户享受国家低保和扶贫
双重待遇“五保贫困户”是指享受了国家五保待遇，家庭人均纯收入仍低于国
家贫困识别标准的农户，五保贫困户享受国家五保和扶贫双重待遇。五保贫困
户一般为分散供养的五保户。

致贫原因

• 致贫原因：可分为主要致贫原因和其它致贫原因两类。

• 主要致贫原因：导致贫困的主要原因，只能选一项。

• 其他致贫原因：导致贫困的其他原因，不得与“主要致贫原因”重复，最多选
两项。



家庭成员情况-1

 包含12项录入内容，具体内容和释义如下：

姓名

•姓名：录入家庭成员的姓名，以本人身份证登记的名字为准，如无身份证，则以户口薄上
登记的名字为准。

•家庭成员是指居住在同一住宅内，常住或者与户主共享开支或收入的成员。包括由本家庭
供养的在外学生、未分家农村外出从业人员或随迁家属、轮流居住的老人、因探亲访友等
原因临时外出人员；不包括不再供养的在外学生、已分家子女、出嫁人员、挂靠人员或寄
宿者、帮工、已应征入伍者。

性别
• 性别：勾选“男”、“女”。

身份证号码或
残疾证号码

•身份证号码或残疾证号码号码

•采用二代身份证或户口簿提供的身份证号码（18位）填写，无证者需经当地公安户籍部门
甄别并出具身份证号码证明，方可填入系统。如本人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二
代），直接填写二代残疾人证号码（第二代《残疾人证》采用全国统一编码，由18位身份
证号加1位残疾类别代码和1位残疾人等级代码，由18位身份证号加1位残疾类别代码和1位
残疾人等级代码共20位代码组成）。



家庭成员情况-2

与户主关系

•与户主关系：指贫困户家庭成员与户主之间的关系。

•具体关系标准录入名称为（汉字录入）：本人或户主、配偶、之子、之女、之
儿媳、之女婿、之孙子、之孙女、之外孙子、之外孙女、之父、之母、之岳父、
之岳母、之公公、之婆婆、之祖父、之祖母、之外祖父、之外祖母、其他。

民族

•民族以本人身份证登记的民族为准，如无身份证，则以户口簿上登记的民族为
准。

文化程度

•文化程度：指贫困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具体标准录入名称为（汉字录入）：文
盲或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学龄前儿童。

•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均包括是否在校、毕业、肄业或辍学者；初中
和高中分别包括初中程度或高级程度的技工学校学生。



家庭成员情况-3

在校生状况

•在校生状况：指贫困人口当前在学校就读的情况。

•具体标准录入名称为（汉字录入）：非在校生、学前教育、小学、七年级、八年级、九年级、高中一年级、高
中二年级、高中三年级、中职一年级、中职二年级、中职三年级、高职一年级、高职二年级、高职三年级、大
专及以上。

健康状况

•健康状况

•录入名称为（汉字录入）：健康、长期慢性病、大病、残疾。“健康”是指过去一个月身体健康状况良好；
“长期慢性病”是指需要长期吃药治疗的疾病，如肝炎、肺炎、糖尿病；“大病”是指如心脏病、癌症等需要
经常住院治疗的疾病；“残疾”指获得残联认定的持证残疾人，其证件号码须填20位的残疾证号码。

劳动能力

•劳动能力：包括人的体力能力、智力能力和心理能力。具体录入名称为（汉字录入）：普通劳动力、技能劳动
力、丧失劳动力、无劳动力。普通劳动力是指16周岁及以上具有劳动能力，但没有取得执业资格证书的人员；
技能劳动力指经过技术等级考试合格后，获得人社部门统一颁发的相应等级的执业资格证书的具有劳动能力的
人；丧失劳动力是指由于疾病、残疾而丧失劳动能力；无劳动力是指16岁以下未成年人和超过劳动年龄已经无
劳动能力。对残疾人有劳动力的界定应根据残疾人本人在生活生产中的实际情况准确判断，并在村名大会讨论
和村委会核实中据实评判残疾人有无劳动力，避免主观上将残疾人直接列入无劳动能力的救助对象。原则上除
一、二级肢体残疾人、精神残疾人、智力残疾人之外，其他类别和登记的成年残疾人都应视为有劳动力。



家庭成员情况-4

务工状况

•务工状况

•根据贫困人口外出工作的地点范围填写。乡（镇）内务工、乡（镇）外县内务工、县外省
内务工、省外务工、其他（如果在家务农、学生、军人等情况可录入“其他”）。

务工时间

•指在调查年度内累计务工时间，填写月数，范围为0-12。如外出务工三个半月填写3.5；如
果是在家务农、学生、军人等情况，务工时间填0。

是否参加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和是否参加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按照贫困户实际情况录入，勾选“是”或“否”。



生产生活条件-1

 包含31项录入内容，具体内容和释义如下：

1.耕地面积（亩）：

是指种植农作物的土地面积，
包括因各种原因休闲和抛荒的
土地面积，不包括代他人临时
耕种和租入的土地面积。

2.有效灌溉面积（亩）：

指具有一定的水源，地块比较
平整，灌溉工程或设备已经配
套，在一般年景下当年能够进
行正常灌溉的耕地面积。

3.林地面积（亩）：

是指包括生长乔木、竹类、红
树林和灌木林等主要用于林业
的土地面积，不包括代他人临
时经营和租入的面积。

4.退耕还林面积（亩）

：指从生态、社会、经济条件

实际出发，将易造成水土流失
的坡耕地和沙化耕地转为林地
的面积。

5.林果面积（亩）：

指包含水果、干果、木本粮油、
茶、竹、中药材、用材林、食
用菌以及花卉、种苗等特色经
济林面积。

6.牧草地面积（亩）：

指该户承包集体的全部牧草地
面积。不包括代他人临时经营
或租入的牧草地面积。

7.水面面积（亩）：

指承包集体的水产品养殖水面
面积，不包括代他人经营或租
入水面面积。

8.饮水是否困难：

饮水困难是指单次取水往返时
间超过20分钟，或间断供水。

9.饮水是否安全：

是指饮用水量有保障，水质安全。
水量有保障指的是正常年份每人
每天可获得的水量不低于20升；
水质安全指的是水质符合国家饮
用水卫生标准的相关要求。



生产生活条件-2

10.是否同生活用电：

指该户是否接通并使用日
常生活用电。

11.是否通广播电视：

指该广播电视信号是
否覆盖至该区域。

12.距离村主干路距
离（公里）：

指到村内主干公路
（道路）的最小距离。

13.入户路类型：

指泥土路、砂石路、
水泥路、沥青路。

14.住房面积：

住房面积计量单位为平方米，是
指农户自有住房建设面积。不包
括仓库等作为生产用途房屋面积。
无房户的住房面积为0。

15.主要住房是否危
房：

勾选“是”或“否”

16.有无卫生厕所：

勾选“是”或“否”

17.主要燃料类型：

柴草、干畜粪、煤炭、清洁能源、
其他。单选，其中“清洁能源”
是指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
水电潮汐地热等，也包括沼气和
天然气。

18.是否加入农民专业合作
社：

是以农村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通过提
供农产品的销售、加工、运输以及与农
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等服务来
实现成员互助目的的组织，从成立开始
就具有经济互助性。拥有一定组织架构，
成员享有一定权利，同时负有一定责任。



生产生活条件-3

19.未偿还借（贷）款

（元）：

按照实际情况录入。

20.家庭年人均存收入
（元）：

家庭年人均纯收入=农村
居民家庭年纯收入÷农村
居民家庭常住人口数。

21.家庭年收入（元）：

家庭年各项收入的总和。

22.全家务工收入（元）：

是指家庭成员务工收入的
总和。

23.全家生产经营性收入
（元）：

是指家庭成员从事各项主要经营活动
而取得的收入总和。包括商品（产品）
销售收入，劳务服务收入，营运收入，
工程价款结算收入，工业性作业收入
等。

24.各类补贴（元）：

按照补贴数额实际录入。

25.领取计划生育金
（元）：

指城镇户籍人口中实行计
划生育的独生子女父母、
以及双女户的奖励。

26.领取低保金（五保金）
（元）：

低保金：农村低保即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它的保障
对象是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农村居民。必须是民政认定的低保户，否则为0。五保金：
五保供养对象，主要包括村民中符合下列条件的老年人、
残疾人和未成年人。五保对象指农村中无劳动能力、无
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扶养义务人或虽有法定赡养扶养
义务人，但无赡养扶养能力的老年人、残疾人和未成年

人而设立的。

27.领取养老保险金
（元）：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城镇职
工养老保险参保人员，到达待遇领取年龄后领取
的养老保险待遇。必须是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或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员，否则为
空。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或城乡居民社
会养老保险）但未到领取年龄者为0。



生产生活条件-4

28.生态补偿金（元）：

对个人或区域保护生态系统和
环境的投入或放弃发展机会的
损失的经济补偿。

29.财产性收入（元）：

也称资产性收入，指通过资本、技术和管理等要
素参与社会生产和生活活动所产生的收入。即家
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和不动
产（如房屋、车辆、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
包括出让财产使用权所获得的利息、租金、专利
收入；财产营运所获得的红利收入、财产增值收
益等。

30.家庭生产性支出（元）：

即生产经营性支出，主要指农户以
家庭为生产经营单位通过生产经营
活动的支出。包括家庭经营费用支
出、生产性固定资产折旧、税金和
上交承包费用等。

31.脱贫方式：

勾选：发展生产扶持、通过医疗保
险和医疗救助扶持、通过社会保障
兜底、组合生态保护、发展教育、
通过一事一议解决。



包保单位

 包保单位分为四项：包保领导、包保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

市级包保领导、市委（市政府等）、联系人、联系电话

市级包保机关或单位、包保单位、联系人、联系电话

县（市）区包保领导、包保单位、联系人、联系电话

乡镇街道包保领导、包保单位、联系人、联系电话



样式参考模板

 按照实际情况进行填录。

 没有市级领导包保的可以忽略不录入。

 有省级领导包保的要进行填录。



贫困户追踪信息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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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进入



帮扶方式

 帮扶方式（词语要精

炼，最佳为 4至 8个
字）：是根据贫困户
家庭致贫原因，而具
有针对性制定的帮扶
方式（包含资金、物
品慰问），如：技术
帮扶、产业帮扶、技
能帮扶、社会救助帮
扶等。



帮扶时间

 帮扶时间：为单一活动的固定时间或

阶段性活动的开始时间。



帮扶详情

 详情：即帮扶方式开展的详细情况。



样式参考模板

 按照实际情况进行填写，仅供参考：



贫困村管理信息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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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进入

第一步：在主功能界面点击贫困
村管理功能键进入。

第二步：在页面左侧吉林市扶
贫工作站下方点击“+”号进入。

第三步：进入贫困管理录入界
面，进行相应的信息录入。

 贫困村管理分为：基本情况、发展现状、驻村工作队

情况三部分。



基本情况

 基本情况包含：

 B1、包含县市区、乡镇街道、行政村和村第一书记及村负责人信
息；

 B2、包含自然村（村民小组）数（个）、总户数、贫困户数、低
保户数（户）、五保户数（户）；

 B3、总人口数（人）、贫困人口数（人） 、低保人口数（人） 、
五保人口数（人） 、少数民族人口数（人） 、妇女人口数
（人） 、残疾人口数（人） ；

 B4、劳动力人数、外出务工人数；B5、耕地面积、有效灌溉面积；
B6、林地面积、退耕还林面积、林果面积；B7、牧草地面积；B8、
水域面积；B9、畜生存栏数；



发展现状

 发展现状包含十四项数据，具体填录内容如下：

收入现状

社会保障

村级道路
畅通

饮水安全
农村电力
保障

危房改造

特色产业
增收

乡村旅游
卫生和计
划生育

文化建设

贫困村信
息化

雨露计划
扶贫小额
信贷

易地扶贫
搬迁



驻村工作队

 包含五项，具体内容如下：

1.单位名称
2.联系人

3.单位隶属
关系

4.联系电话
5.帮扶时间



样式参考模板

驻村
工作
队

基本
情况

发展
现状



贫困村追踪信息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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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进入



帮扶方式

 帮扶方式：词语要精
炼（最佳为4至8个字）

 帮扶方式分为很多种，
如：提供生活用品、
现金帮助、解决生活
难题、寻找致富出路
等（录入时按照帮扶
的实际方式填录）。

 列：项目帮扶、资金
帮扶、领导重视、现
场办公等。



帮扶时间

 帮扶时间：是指帮扶活动的开始时间。

 中 国：2016-2020。

 吉林省：2016-2018。

 吉林市：2016-2017。



帮扶主题

 帮扶主题：是指开展帮扶活动的主题。录入信息

内容要词义简短精炼，如下（供参考）：



帮扶内容及成效

 帮扶内容及成效是指开展主题活动的具体内容，取得

的效果和成效。如下（供参考）：

××月××日，副市长×××与××局长……带队到村进行
节日慰问，给××村××户每人发放春节慰问金XXX元，合计金
额为XXX元，同时捐赠棉被以及医疗用品××，为贫困户解决了
实际困难。

××月××日，×××单位给××村XX户发放蜜梨育苗XXX
颗，并请种植专家现场指导，为贫困户解答蜜梨种植过程中需
要注意的事项，以及产销途径等问题。

××月××日，×××单位聘请（安排）专业技能培训师，
为××村XX
排××方面工作，以提高贫困户收入。



上传照片

 上传照片要具有代表性，能够真实反映活动主题。

 照片上传：第一张照片点击,“选择文件”，第二张、三张、四张、

五张点击“+更多扫描”。

 照片格式：没有限制，最好是jpg .jpeg .png .bmp .gif格式 。

 系统设置：1张图片不超过1M,一条信息最多上传5张



样式参考模板



系统编制与APP手机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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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编制依据

吉林市脱贫攻坚信息管理系统常用业务操作和录入

指南是依据《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业务管理子系

统——常用业务操作指南》和《国务院扶贫办行政人

事司关于开展2015年度扶贫对象动态管理和信息采集

工作的通知》（国开办司发﹝2016﹞10号）附件7.

《相关采集表填表说明和指标解释》和我市实际编制

而成。



APP手机客户端-安装方式

提示：网络连接不支持微信二维码扫
描工具，可使用其它专用工具、浏览
器或淘宝等二维码扫描功能。



APP手机客户端-登录方式

提示一：脱贫攻坚信息管理系统登录账号和密码通用。
提示二：手机客户端具有贫困村追踪信息录入和照片上传功能。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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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工作在前沿的扶贫工作者致敬：

脱贫攻坚、精准扶贫、

克难求进，共同富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