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聊城7月29日讯(记
者 李怀磊 通讯员 张
吉栋) 机车轰鸣声中，100
辆整齐划一的铁骑迎面驶
来，这不是在拍电视剧，而
是全市公安交警铁骑警务
实战训练会操现场。为充分
展示公安交警铁骑训练成
果，积极备战新中国成立70
周年大庆交通安全保卫工
作，展示公安交警队伍良好
的精神面貌和优秀的实战
技能，7月28日，全市公安交
警铁骑警务实战训练会操
举行，交警系统100名铁骑
队员依次进行了摩托铁骑
方队、驾驶技能和查缉战术
演练，这也是聊城公安交警
铁骑首次集体亮相。市公安
局党委委员、交警支队长刘
占军同志出席活动并讲话。

28日上午8点半，伴随
着轰鸣的机声，铁骑警务实

战训练会操正式开始，100
辆铁骑集结列队、英姿飒
爽、斗志昂扬。铁骑队伍首
先进行了编队演练，骑警队
员们协同作战，依次呈护卫
队形及行进队形行驶，在行
进的过程中，不断进行着队
形演变。

紧接着，炫酷的“特驾
展示”来了。英姿飒爽的骑
警 队 员 依 次 展 示 站 立 骑
行、后仰骑行、隐蔽骑行技
能，过硬的技能引发全场
喝彩。

在摩托车连续绕桩和
对向绕桩及紧急避险、九宫
格、十字桩、八字桩等骑行
展示环节中，铁骑队员们动
作整齐划一、技术娴熟、游
刃有余，展示了聊城交警良
好的精神风貌。

在铁骑小组查缉战术
演练环节，铁骑三人编组巡

逻中接到指令，一辆涉嫌套
牌的违法车辆正在行驶，3
车骑警发现该车后，按照查
缉战术的要求，先是呈交替
队形紧跟违法车辆，到合适
位置后，通过建立查缉关
卡，成功截停违法车辆，迅
速查处违法驾驶人并恢复
交通秩序。

整个会操过程中，全体
队员精神抖擞、士气高昂、
警容端庄、动作标准，展现
了良好的培训效果。在讲话
中，市公安局党委委员、交
警支队长刘占军充分肯定
了这次交警铁骑培训成果，
对下一步交警铁骑角色定
位和职责任务提出了更高
的希望和要求。

记者了解到，交警铁骑
作为城市交通管理中的“最
快双腿”、“最强大脑”，是一
种交通管理和服务的新型

现场警务模式。能实现拥
堵路段快速疏导、事故警
情及时处置、重点违法精
准打击、市民求助全力保
障 ，是 城 市 交 管 的“ 先 锋
队、突击队、服务队、尖刀
队”。

实施铁骑勤务，是聊城
公安交警贯彻落实全国全
省公安工作会议、全省公安
交通管理工作会议精神，主
动适应新形势新挑战，纵深
推进新时代公安交管工作
改革，切实履行党和人民赋
予的神圣职责使命而采取
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支队
党委为提升群众安全感满
意度，根据市县两级城市交
通特点，在深入调研论证的
基础上作出的一项重要勤
务改革，对推动全市公安交
通管理事业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全市公安交警铁骑警务实战训练会操举行

聊聊城城公公安安交交警警铁铁骑骑集集体体亮亮相相

本报聊城7月29日讯(记
者 王尚磊 实习生 陈
旭 褚潇瑜 ) 7月28日上
午，在聊城市东昌湖水城明
珠水域，2019江北水城首届
空地立体化水上应急救援
综合演练举行，来自全国20
省的40余支应急救援队伍
齐聚江北水城聊城，他们冒
着高温、头顶烈日开展空地

立体化水上应急救援演练。
本次活动主办单位为

中共聊城市委、聊城市应急
管理局、聊城市消防救援支
队。承办单位为聊城市旅游
发展集团、聊城市蓝天救援
志愿者协会、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市
分公司、聊城市脑科医院、
上海金汇通用航空股份有

限公司、聊城金之翼通用航
空有限公司。

救援场景设定为聊城
东昌湖水域小团体落水，现
场有30艘冲锋舟湖面搜救、
潜水搜救、直升机空中查探
及投放物资、湖心救援被困
人员，充分磨炼各级部门单
位在自然灾害、水域救援、
突发事故等方面的综合能

力和丰富经验。
救援直升飞机飞临东

昌湖水面上空，查找到“落
水人员”位置后，配合水面
救援人员，空投下救生装置
和担架。随后，救援直升飞
机降落在附近空地，水面救
援人员立即用冲锋舟把“落
水人员”紧急送到直升飞机
上，进行转诊治疗。

空空地地立立体体化化水水上上应应急急救救援援演演练练举举行行
直升飞机东昌湖上空投救援物资联合救出“落水”人员

开发区将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作
为财政保障和预算安排的重点，确
保财政投入与扶贫任务相适应，
2019年财政投入产业扶贫力度明显
加大，比去年增长17%。利用资金积
极发展对贫困户增收带动作用明显
的特色种植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等产
业，着力推进就业扶贫，变“输血”为

“造血”帮助有劳动力且有工作意愿
的贫困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加劳
动收入，切实增强贫困户的造血能
力。 (时书明)

开发区加大扶贫财政支持力度

为解决农村居民因病致贫、因
病返贫问题，开发区对扶贫对象在
原有报销比例的基础上再提高
10%，报销比例有了明显提高。住院
起付标准减半，即扶贫对象在定点
医疗机构就医，一个医疗年度内第
二次住院的，起付标准再减半，第三
次住院的，不再设起付标准；进一步
简化经办流程，切实减轻个人医疗
费负担，为扶贫对象提供优质医疗
服务。 (时书明)

开发区加大健康扶贫力度

开发区将培育产业扶贫项目作
为强化贫困户造血功能的重要举
措。近两年，开发区先后投入财政专
项扶贫资金1161万元和涉农整合资
金807万元用于发展产业扶贫项目，
全力带动贫困户增收。利用扶贫资
金筹划编制了温室大棚项目等8个
见效快、收益高、预期稳的产业扶贫
项目，收益率8%，所有收益全部分
配给插花村贫困户，进一步拓宽了
贫困户的增收渠道。 (时书明)

开发区培育特色产业扶贫项目

自2016年以来，开发区根据不
同贫困村的实际量身定制扶贫方
案，发展了户用光伏发电扶贫、村级
光伏电站扶贫等多种模式。目前，开
发区共建成10个分布式光伏扶贫基
地，总发电量达到223万千瓦时，299
户贫困户受益。 (时书明)

开发区抓好光伏扶贫电站

促贫困户增收

7月23日，开发区召开特困户生
活水平和居住环境“双提升”活动
部署会议。会议要求各乡镇(街道)
以“洁净扶贫”行动为载体，结合全
区“美丽庭院”创建，坚持党委政府
领导，充分发挥村“两委”成员、党
员、妇联执委、扶贫专干和志愿者
的模范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彻底
改变特困户家庭“脏、乱、差”的生
活现状，引导帮助特困家庭养成文
明健康的生活习惯。 (朱天婵)

开发区召开

特困户“双提升”部署会议

炎炎夏日，酷暑难当。脱贫攻
坚工作正值关键时期，杜郎口镇扶
贫办通过对全镇贫困户走访调查，
为保证贫困户过一个舒适干净的
夏日，近日，杜郎口镇组织150余名
帮包责任人、扶贫专干，对全镇244
户贫困户开展卫生大扫除活动，帮
助贫困户擦桌椅、扫地面、清除杂
物、清扫庭院、清洗生活用具、清运
垃圾、摆放生活用品，为贫困户扫出
一片清凉。该镇还为4户贫困户送去
桌椅、凳子、橱子等家具，改善贫困
户生活条件，积极引导帮扶贫困户
养成文明健康生活习惯。 (刘楠楠)

茌平县杜郎口镇

让贫困户洁净度夏

为充分细化做实“精准
扶贫”工作，胡屯镇党委政
府投入10000余元集中采购
一批床单，用于改善辖区内
281户贫困户贫困户基本生

活条件，提升困难群众的居
住品质。

24日上午，该镇全体机
关干部将床单送到贫困户
家中，为其平整地铺在床

上，困难群众纷纷感谢党的
好政策，感谢镇党委政府的
贴心照料。

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徐鹏表示：当前，脱贫攻坚

已进入决胜的关键阶段，必
须坚持不懈做细、做实，胡
屯镇全镇将上下一盘棋，坚
定信心不动摇，不获全胜、
决不收兵。

茌平县胡屯镇为贫困户发放床单提升居住品质

冯官屯镇对照标准查
摆问题，带着问题补齐短
板，通过集中培训提升水
平、调度干部确保整改、积
极走访主动作为。努力推动

该镇精准扶贫工作再深入，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党委书记侯勇刚针对
暗访反馈存在问题的管区
及村庄进行调度。要求管区

书记、帮包责任人、扶贫转
职干部汇报各自辖区、帮包
贫困情况，立即整改发现的
问题，并形成长效机制。在
全县脱贫攻坚推进会议后，

该镇第一时间召开党政班
子及管区书记会议，对市扶
贫暗访中发现的问题进行
通报，并对如何整改提出要
求。

茌平县冯官屯镇推动扶贫工作再深入

为切实提高胡屯镇村
干部的扶贫理论素养和履
职能力，7月 1 9日上午，胡
屯镇扶贫办组织全镇45名
村级扶贫专职干部进行精

准 扶 贫 应 知 应 会 知 识 考
试 。胡 屯 镇 党 委 副 书 记 、
镇长徐鹏同志在考试前严
明 考 试 纪 律 ，杜 绝 抄 袭 、
舞弊、走形式主义等不良

现象。
此次开展扶贫业务知

识考试，旨在检验扶贫专
干的业务水平，督促其掌
握脱贫攻坚中各项政策要

点，明确脱贫攻坚的任务
和要求，不断夯实理论基
础，为坚决打好打赢脱贫
攻坚战奠定坚实的理论基
础。

茌平县胡屯镇开展村级扶贫专干业务考试

为进一步推动该镇扶贫工作开
展，夯实扶贫帮包责任人、扶贫专干
责任，7月19日，冯官屯镇组织召开了
村级扶贫专职干部培训暨业务测评
工作会议，7月20日，冯官屯镇组织召
开了脱贫攻坚问题整改暨扶贫专职
干部培训会，通过对扶贫专职干部培
训，进一步巩固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帮
扶成效，压实村级扶贫专职干部责
任，确保扶贫转职干部熟悉帮扶政
策，为贫困户提供更精准的服务。

茌平县冯官屯镇

集中培训提升脱贫攻坚水平

机车轰鸣声中，100辆整齐划一的铁骑迎面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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