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昌府区开创新设立企业“一窗办结”、“一条龙”服务

首首个个新新开开办办企企业业““精精准准套套装装””发发出出

东昌府区发
出首个新开办企
业“精准套装”。

一是产业扶贫加收入。修
订《阳谷县扶贫资产管理与收
益分配办法(试行)》，按照贫困
程度，实施差异化分配，保证
贫困户稳定增收。二是金融扶
贫加活力。开展扶贫小额信
贷，加快评级授信和贷款发
放，目前已累计发放“富民企
业贷”、“富民生产贷”、“富民

农户贷”1 . 675亿元，带动130余
家企业和各类新型经营主体
参与扶贫开发，累计带动2000
名贫困户务工增收。三是健康
扶贫减负担。组建761个医疗
责任团队，与3169户重点贫困
户签定医疗帮扶协议。四是安
居扶贫减隐患。建设资金实行

“上级补贴、县级兜底”，先后

投入近4000万元，改造或修缮
贫困户危房2000户。五是教育
扶贫减顾虑。建立教育部门、
学校、班级学生就读信息即时
报告制度，对发现未正常就读
学生及时掌握情况采取措施，
为升入高校的51名建档立卡
贫困家庭子女申报“泛海助
学”资金。 (赵丹珠)

阳谷县用好加减法助力脱贫攻坚

全市“扶贫政策集中宣传
月”活动启动以来，阳谷县博
济桥街道做实做细业务培
训、走访慰问、政策宣传等工
作，确保活动实效，推动扶贫
工作水平全面提升。一是在
加大工作投入上用力。聚焦

短板弱项，共投入近百万元，
强化问题整改财力保障。二
是在精准帮扶提升上用心。
动员街道191名帮扶干部、35
个村居支部书记和扶贫专干
多方联动，走村入户宣讲扶
贫政策。三是在维护群众利

益上用情。在做好“扶贫政策
集中宣传月”活动的同时，注
重提升村庄人居环境和公共
基础设施，村容村貌极大改
善，营造了共同参与支持脱
贫解困的良好氛围。

(王逸秀)

阳谷县博济桥街道开展“扶贫政策集中宣传月”活动

十五里园镇辖6个管理区
和53个行政村，全镇人口41695
人。原有15个省定贫困村和3
个省第一书记村，是阳谷县脱
贫攻坚重点乡镇。截至2019年
初，省定贫困村全部摘帽，全
镇贫困人口均已脱贫，现有
602户1255人脱贫享受政策。

9月份，镇党委与阳谷风

华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进行
了洽谈协商，决定引导贫困户
种植推广特色紫小麦。狮子阁
村两委干部及党员发挥先锋
带头作用，积极配合镇党委政
府大力推广，决定带领贫困户
开展种植推广特色紫小麦“试
点”工作。

阳谷风华粮食种植专业

合作社与狮子阁村贫困户签
订《特色紫小麦种植回收合
同》，目前已与24户贫困户签
订了种植回收合同，无偿发
放紫小麦麦种2吨，预计为贫
困户每年增收1 0 0 0余元，贫
困人口的稳定脱贫打下坚实
基础。

(杨凤翔)

阳谷县十五里园镇：党建+合作社+扶贫见实效

自开展“阳光儿童”保护
计划项目以来，石佛镇团委积
极响应上级团组织号召，在石
佛镇党委政府领导下，认真排
查、实地调研、采集信息、积极
申报，帮助事实孤儿家庭争取
了补助资金和学习用品，在一

定程度上助力了石佛镇脱贫
攻坚工作。

近日，石佛镇团委联合尚
善社工举行了事实孤儿资助
仪式，团县委副书记李凯同志
出席并讲话，为困难家庭送去
鼓励与祝福。资助金额根据孩

子的年龄、就学情况划分为三
个档次，分别为1000元、1200元
和1800元。本次发放仪式共发
放资助金7000余元。同时，针对
每名孩子的就学情况，为每名
孩子购买了新书包以及字典
等学习资料。 (杨凤翔)

阳谷县石佛镇举办“爱助事实孤儿”资助金发放仪式

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
递的治本之策，也是党中央关
于扶贫工作的重要部署。山东
睿利集团紧紧围绕这一主线，
与十八里铺镇结合，开展扶智
扶志爱心活动，助力教育扶
贫。

近日，山东睿利集团有限

公司走进十八里铺镇，相关领
导走访了鞠屯村鞠龙振、前王
铺村王丽娜等贫困学生，深入
了解了贫困户的生活和学习
情况，并为他们送去了助学
金，每人5000元。鞠屯村鞠龙振
接过沉甸甸的助学金时，表示
要好好学习，将来回报社会。

睿利集团及镇领导听了都表
示很欣慰。这次捐助活动，能
够帮助贫困家庭的学子解决
实际困难，也可以带动社会上
有责任感的爱心企业积极回
馈社会，助力教育事业发展，
鼓励贫困生努力学习，靠知识
改变命运。 (张露)

山东睿利集团有限公司为莘县十八里铺镇贫困生捐资助学

冬天逐渐来临，寒意渐
浓。天气虽然寒冷，但挡不住
企业老板的热情。近日，莘县
观城镇爱心企业鑫鲁木业老
板张峰自己掏钱30000元，在
扶贫办帮包干部工作人员调
查的基础上，来到观城镇大吕
海、东马沟和高菜园等56个村
开展对120户建档立卡的困难
户进行走访慰问活动，购买慰
问品，深入每户贫困户送去被
褥、床单、饭桌、凳子、锅具、大
米、食用油、电风扇、电锅等
120余件日常生活物品，送到
贫困户家中，巩固了洁净扶贫

的成效，帮扶干部挨家挨户与
帮扶对象面对面交谈、心贴心
交流，细致了解贫困户的家庭
情况、健康状况、经济来源、子
女上学和生活开支等情况，听
取他们谈及目前存在的困难
和问题、对生产生活方面的主
要打算和诉求，并鼓励他们树
立信心，克服困难，发展产业，
增加收入，早日脱贫致富。此
次活动，不仅给予了困难群众
物质上的帮助，情感上的温
暖，更给予了他们精神上的鼓
励。让困难群众感受到企业对
他们的关爱。 (陈福会)

爱心企业走访慰问贫困户

连日来，莘县观城镇组织
扶贫干部真帮实扶、真见实
效，组织开展了以“双提升”
(提升生活水平、提升居住环
境 )为主题的走访贫困户活
动，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
系，营造良好的帮扶工作氛
围，提高了群众扶贫政策知晓
率和扶贫工作满意度。

所到之处，帮包干部入户
首先详细了解贫困户情况和
需求，宣讲雨露计划、富民农
户贷和扶贫特惠保险政策，询

问家中是否有符合政策对象，
并积极协助办理申请。帮助打
扫庭院，整理室内卫生，积极
引导贫困户树立热爱劳动，讲
究卫生的健康生活习惯，实现
贫困群众生活环境和精神面
貌双提升，不断巩固脱贫成
效，进一步增强贫困群众的脱
贫信心和获得感、幸福感。用
具体行动体现党和政府的关
心关怀，提升贫困群众对扶贫
工作的满意度。

(陈福会)

莘县观城镇开展扶贫双提升活动

“俺今年60多岁了，无儿
无女，又干不了重体力活，不
能外出打工，现在给我这份村
内保洁员的岗位，俺很高兴，
感谢政府给我这样的机会。”
莘县十八里铺镇三义村贫困
户李云海激动地说。李云海的
公益岗恰是十八里铺镇向县
里申请的新岗位，扶贫办主任
李媛媛去他家中走访时，了解
到李云海的实际家庭情况，有
一定的劳动能力，老人也愿意
为村里做一份贡献，还能收获
每月400元工资。

为贫困户提供公益性岗
位，促进贫困户就业，让有一
定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在劳动
中增强获得感。收获的不仅仅
是每月400元的工资，更重要
的是主动劳动，主动脱贫的精
神意志，让贫困户在村里也

“有为有位”。
在此次公益岗申请上报

过程中，十八里铺镇充分结合
贫困户实际情况及个人意愿，
该镇共申请上报公益岗69人，
有力推进精准扶贫，实现人适
其岗，位适其人。 (张露)

公益岗，让贫困户“有为有位”

本报聊城10月29日讯(记
者 谢晓丽 通讯员 郝丽
莎) 东昌府区聚焦企业开办
过程中的难点、堵点问题，不
断优化帮办代办服务模式，开
创了新设立企业“一窗办结”、

“一条龙”服务。日前，在东昌
府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帮办代
办窗口，聊城松桂园保险咨询
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从工作
人员手中接到一份大礼包，内
装有企业开办所需的营业执
照、公章、税控设备和发票。这
是东昌府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发出的首个新开办企业“精准
套装”。

“只跑一次腿，只到一个
窗口就能把公司设立的所有
行政审批手续办结，还有幸领
到东昌府区推出的全区首个
企业开办‘精准套装’，原先想
都不敢想的事，现在全都变为
了现实。”聊城松桂园保险咨
询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激动
的心情溢于言表，真正感受到
了东昌府区营商环境翻天覆
地的变化。

推出新设立企业“一窗办

结”、“一条龙”服务，是东昌府
区针对新开办企业的又一福
利。今后，凡是在东昌府区行
政审批服务局新开办的企业，
投资人只需提供身份证，填写
所需表格，在休息区喝茶等
待，即可领取到企业开办所需
的营业执照、公章、税控设备
和发票。公章刻制由政府买
单，免费为企业提供4枚高档
回墨印章，省去了500元左右
的刻章成本，让企业开办“零
成本”在东昌府区成为了现
实。

挂失声明
王丽敬将聊城交运集团汽车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的续

保押金单据丢失，凭证号码：0010232，声明作废，因此产生的一
切经济纠纷由本人承担。

挂失声明
范子伟将聊城交运集团汽车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的续

保押金单据丢失，凭证号码：0013405，声明作废，因此产生的一
切经济纠纷由本人承担。特此声明。

本报聊城10月29日讯(记
者 谢晓丽 通讯员 韩晓)

为鼓励青年扎根基层、返乡
创业，充分发挥青年在乡村振
兴中的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
提升基层组织力，按照全省的
统一安排部署，市委组织部、
市委农办、团市委、市人社局、
市财政局、市农业农村局、人
民银行聊城支行联合实施了

“村村都有好青年”选培计划。
实施一年多来，全市各级先后
选树4374名乡村好青年，发现
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记者了解到，乡村好青年
既有返乡创业的大学生、退役
军人，也有品行良好、群众公
认的本村青年，还有积极参
与家乡公益事业、服务家乡
经济社会发展的在外优秀青
年。下一步，聊城各级各部门
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力
争到2 0 2 0年全市选树1 . 5万
名左右的乡村好青年，为夯
实农村基层基础注入青春力
量，为乡村组织振兴培育骨
干队伍，为乡村振兴战略提
供人才支持。

聊城累计选树4374名乡村好青年

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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