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卫生，讲文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为了让孩子们从小养成热爱劳动的好习
惯，培养孩子们的优秀品质。近日，聊城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的志愿者们在聊城大
学周边开展服务活动。志愿者们不仅向孩子
们介绍卫生工具的使用方法，并鼓励他们做
力所能及的劳动，为父母分担部分家务活。
活动期间，志愿者们与孩子们打成一片，建
立起深厚的友谊。此次活动的举办，不仅有
利于培养孩子们热爱劳动的好习惯，更有利
于孩子们树立正确劳动观念，培养劳动意
识。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李军 通

讯员 杜晨熙 陈颖琦

爱爱卫卫生生讲讲文文明明

为了增强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提高
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近日，聊城大学历史
文化与旅游学院志愿者在聊城部分高校内
举办“创新成就梦想，创业成就未来”实践活
动。志愿者们利用有关创新创业的宣讲小
册，向大学生讲述创新创业的重要性，并鼓
励大学生积极创业。活动期间，志愿者与大
学生们打成一片，建立起深厚的友谊。此次
活动的举办不仅有利于大学生充分了解当
前的就业形势，更有利于他们提高创业能
力，谋求自我价值，将自己的兴趣与职业紧
密结合。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李军 通

讯员 张双

创创新新创创业业宣宣传传

近日 ，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志
愿者在新东方广场举办了“放下手机，抬头
看看”宣讲活动。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信息
化时代来临，智能手机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
和依赖，手机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但是过度依赖手机沉迷手
机也给当代人们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针
对低头族现象展开本次宣讲活动，通过真
实案例和危害让人们知道低头玩手机的
危害，倡导大家放下手机。并给大学生一
些建议，从而使大学生能够正确的使用手
机。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李军 通

讯员 范恒梧

放放下下手手机机远远离离““安安全全隐隐患患””

为了让大学生们切身感受到安塞剪纸别
样的美以及安塞腰鼓———“东方第一鼓”的气
势磅礴，使他们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化，7
月26日，聊城大学理工学院的志愿者们在
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开展了以“赏剪纸、观腰
鼓，感受安塞非遗魅力”为主题的实践活
动。志愿者们走访了当地文化馆、拜访民间
艺人工作室，参观了解剪纸文化的发展历
程与剪纸创作的过程，充分感受到安塞传
统剪纸艺术的魅力。安塞腰鼓以其豪放壮
阔的鼓点与舞姿在志愿者们心中同样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李军 通讯

员 谢亚飞 乔妍

感感受受非非遗遗魅魅力力

7月26日，聊城大学理工学院延安志愿
者服务队参与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赴延
安学习教育实践活动。志愿者们参观了鲁艺
旧址，追溯历史源头，感知到当年的艺术家
工作、学习、生活的氛围，进一步了解他们创
作的历史时代背景，深切感受和领悟到老一
辈艺术家们的深厚涵养。“鲁艺”在历史上发
挥了巨大作用并对中国现代文化艺术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被称为“新文艺圣殿”。1961
年被确定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鲁
艺旧址位于延安城东北5公里桥儿沟。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李军 通

讯员 张慧敏 聂玉芳

开开展展教教育育实实践践活活动动

近日，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志
愿者在聊城商场举办“厉行低碳环保，力创
绿色夏天”活动。活动期间，志愿者们与商场
专业人员进行交流，了解有关空调的专业知
识，并向专业人员询问较难理解的空调问
题。除此之外，志愿者了解到近几年来我国
空调的发展方向，并通过随机调查的方式获
悉市民们对空调的使用状况。此次活动的举
办不仅有利于提高志愿者们的社会实践能
力，更有利于引起人们对环境变化的关注，
为低碳生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李军 通

讯员 贾馨玫

空空调调调调研研

为引导广大青年学生深入基层，7月25
日，聊城大学理工学院延安社会志愿服务队
开展苹果园调研活动。到了目的地之后通过
当地领导和农户的介绍和指引，队员了解
到，苹果是当地的特色农产品，也是农业的
支柱产业之一。农民靠着苹果致富，奔向小
康社会。经过政府资助及补贴，延安苹果园
可谓越办越好，引进了流水线机械设备，通
过防冻、防旱、防冰雹的措施，借助线上线下
的销售渠道，由保险公司来承担损失，为苹
果农户谋划了“一条龙”的致富道路。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李军 通

讯员 赵凯玥 乔妍

苹苹果果园园调调研研

消防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
全，为此滕州市图书馆举行了消防知识专题
讲座，特邀社安消防的孔教官前来讲授。在
此次讲座上，孔教官通过引用大量生活中的
真实案例告诉市民由于缺乏安全知识和消
防用具引发的各种事故。通过“小火灭，大火
逃＂的原则，向大家讲解该如何防范，自救，
逃生，为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的消防课。聊城
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志愿者为讲座进
行志愿服务，并采访了孔教官，了解到掌握
消防知识防范于未然，提升安全意识的重要
性。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李军

通讯员 于心茹

消消防防安安全全宣宣传传

2日，聊城开发区北城街道召开
脱贫攻坚“沉一线，促整改，抓落实”
部署大会。开发区副县级干部商同
顺参加会议，街道党工委书记高恒
业主持会议。商同顺回顾总结了前
一阶段开发区开展扶贫工作情况，
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形势，
并对下一阶段扶贫工作提出要求和
建议。会议要求在扶贫工作的收尾
阶段一方面要提高认识，另一方面

要一门心思地做好扶贫工作。会议
强调一定要树立问题导向和高度的
责任意识，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带着
真情抓扶贫；要与老百姓打交道就
是人心换人心，真情换真情，培育与
贫困户的感情是最朴实的工作方
法，通过与贫困群众打成一片，深入
宣讲扶贫政策，让他们知道党委政
府在扶贫工作中做了什么，切实提
高他们的满意度。

开发区北城街道召开脱贫攻坚部署培训大会

为切实加强村级后备干部队伍建
设，立足选拔、储备、培育本地脱贫攻
坚和乡村振兴所需的综合型人才，进
一步破解村“两委”换届后继乏人难
题，切实增强农村基层组织战斗力，全

面推动村级各项事业健康快速发展，
开发区实施了村级后备干部“U40优
选计划”。日前，开发区15名村级后备
干部已赴烟台挂职锻炼。

(时书明)

开发区：实施村后备干部培养计划助力群众脱贫致富

近日，开发区下拨了光伏扶贫
电站2019年上半年国家补贴18 . 5万
元，全面助力全区脱贫攻坚工作。开
发区将严格按照国务院扶贫办《村

级光伏扶贫电站收益分配管理办
法》的要求进行收益发放，收益分配
和使用将统一设立账簿和科目，分
村建立台账。

开发区发放2019年上半年光伏扶贫电站国家补贴

近期，开发区和物流园区、各乡镇
(街道)扎实做好村扶贫专干的培训工
作，区、乡镇、社区共开展培训20次。通
过培训，全区扶贫专干提高了综合素

质和业务能力，政策知晓率和责任心
逐步提升，为脚踏实地干好本职工作，
用心用情服务贫困群众打下了坚实基
础。 (时书明)

开发区各级召开村扶贫专干培训班

开发区大力开展生态提升行动，
加快农业绿色生态建设，加大贫困户
养殖帮扶力度，增加群众收入；加快农
村环境综合整治行动，，扎实推进城乡
环卫一体化，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

和资源化利用，推进农村道路、厕所、
供电、学校、住房、饮水、供暖“七改”工
程，全力提升全区村庄基础设施建设，
助力脱贫攻坚。

(时书明)

开发区加强基础设施助力脱贫攻坚

2019年以来，开发区扎实推进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构建了基层首诊、分
级诊疗就医格局，全面落实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和个性化医疗保健服务。据
统计，全区共签约服务60岁以上老年

人18268名，对于贫困户，开发区要求
签约家庭医生深入贫困户家中为每户
发放了急救小白箱，并留下联系电话，
遇到情况，第一时间上门服务。

(时书明)

开发区家庭医生签约助力脱贫攻坚

7月份以来，开发区全区齐动员，
广泛举一反三、全力采取措施抓好问
题整改。全区扶贫干部联合行动，以绣
花功夫深入贫困户家中，详细了解贫

困户生活状态、就业择业情况、收入情
况，及时更新档案资料，及时落实各项
惠民政策，解决贫困户的实际困难。

(时书明)

开发区进村入户精准发力促脱贫问题整改

近日，开发区将“主题党日”活动
同脱贫攻坚相结合，组织党员干部遍
访贫困户，深入入户调查，了解贫困户
收入和生活困难，组织党员干部以打
扫卫生等方式进行慰问，让村内先进

党员与本村贫困户结对帮扶，逐步实
现党员帮包本村贫困户的制度化、常
态化，确保各项扶贫措施能够落到实
处。

(时书明)

开发区开展贫困户双提升活动

2019年以来，开发区利用资源优
势狠抓人才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
用，积极引导优秀青年人才下乡，吸引
外出创业人才返乡，鼓励农村实用人
才兴乡，为优秀青年提供广阔的发展

平台。同时，开发区支持农民专业合作
社等主体承担培训任务，积极开展符
合农村实际的培训班，提高了农民的
实用技能。

(时书明)

开发区人才回乡创业带动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开发区认真贯彻落实省、市有关
保险精准扶贫的决策部署，扎实推
进扶贫特惠保险工作，发挥保险的
风险保障功能，促进贫困群众稳定
脱贫。2 0 1 9年开发区投入财政资金

47 . 58万元为全区建档立卡脱贫享受
政策贫困户购买了医疗商业补充保
险、意外伤害保险、家庭财产保险3
个险种，极大减轻了住院贫困户的
经济负担。

开发区扎实推进扶贫特惠保工作

近期，开发区召开脱贫攻坚调度
会，总结前期工作、研究下步工作。会
议指出全区各级必须下足“绣花”功
夫，拿出硬招实招，确保贫困户收入、

吃穿、医疗、教育、住房和饮水全部达
标无短板。会议强调，全区上下目标要
细化分解、标准要严起来，确保事事有
人抓、件件能落实。 (时书明)

开发区召开脱贫攻坚调度会

丢失声明
聊城市乐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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