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聊城8月15日讯(记者
张超 通讯员 方欣) 8月

14日，由中国能建葛洲坝三峡
建设公司承建的聊城市东昌
府区棚改二期项目付庄安置
区、岳庄安置区被授予扬尘治
理“先进红牌”荣誉称号，这也
是付庄安置区连续2次获得此
项荣誉。

据悉，自8月10日起，聊城
市东昌府区建设工程扬尘治
理办公室每周对全区建筑工
地扬尘治理工作开展情况的
进行考核排名，对排名前五和
排名后五的建筑工地实施流
动“红黑牌”挂牌制度。

东昌府区区委常委、副区
长贾相云强调，建筑工地扬尘防
治工作，是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
重要方面，只有解决好建筑工地
扬尘防治问题，才能有效遏制全

区空气质量指标居高不下的势
头，切实打好蓝天保卫战。

中国能建葛洲坝三峡建
设公司将充分发挥央企的标

杆作用，严格落实扬尘防治标
准，用实际行动贯彻落实绿色
发展理念，确保扬尘防治工作
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中中国国能能建建葛葛洲洲坝坝三三峡峡建建设设公公司司建建筑筑工工地地
再再获获扬扬尘尘治治理理““先先进进红红牌牌””荣荣誉誉称称号号

本报聊城8月15日讯(记者
张超 通讯员 方欣) 受

台风“利奇马”影响，聊城市接连
几天出现持续性强降水，集中降
水量达到历史之最。中国能建葛
洲坝三峡建设公司多措并举精
准防范，全力做好此次防风防汛
工作，保障了项目安全运行。

公司把此次防御台风和强
降雨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提
前部署，紧急启动应急预案，在
项目部各安置区成立工作组，
实行24小时领导带班和应急值
守制度，防汛物资、设备全部到
位，全面进入应急状态。

全体党员干部担起责任，
靠前指挥，组织人员第一时间
到岗开展技术巡查和安全隐
患排查，重点对基坑降排水、
边坡开挖支护、用电安全、特
种设备维修保养、脚手架的复

工验收等风险隐患进行再排
查、再落实，对排查出来的隐
患，最快时间整改到位。

目前，台风“利奇马”警报

解除，中国能建葛洲坝三峡建
设公司通过全员努力，圆满完
成台风“利奇马”防御工作，施
工现场运行恢复正常。

中中国国能能建建葛葛洲洲坝坝三三峡峡建建设设公公司司
圆圆满满完完成成台台风风““利利奇奇马马””防防御御工工作作

“俺没想到政府免费给俺
盖新房，连门窗都是塑钢的，
可解决了俺家的住房问题。”
毕屯村贫困户王占华来到镇
扶贫办感谢工作人员帮助他
危房改造。王占华一家四口
人，住在漏雨的旧房子里，旧
房子是二十多年的老房子，年
久失修，渐渐房子开始老化，
考虑他住房安全，董杜庄镇政
府帮助他危房改造，现在王占

华已住进政府盖的新房。
为了改善贫困户居住环

境，让贫困户住有其所，创造
一个温暖和谐的住房，董杜庄
镇组织全镇干部开展“贫困户
住房大提升”活动，对排查出
的D级危房进行拆迁重建，对
排查出的C级危房进行修正，
确保贫困群众住进放心安全
房。按照干部多走路群众少操
心的原则，扶贫干部冒着三伏

天的酷暑，下村入户来到贫困
户家中，与贫困户协商危房改
造工作，确保危房改造按期完
成，该镇夏季三伏天盖房“忙”
起来，危房改造工程正风风火
火地建设中。该镇夏季三伏天
盖房“忙”，忙的是干部，受益
的是群众，截至目前新危房改
造基本完成，群众基本已入
住，群众满意度显著提高。

(陈生营)

莘县董杜庄镇开展“贫困户住房大提升”活动

“大家辛苦了，俺这家干
净了住着也得劲，以后继续保
持，谢谢党和政府想着我。”前
十村贫困户朱改菊说出了群
众的心声。

近日，为提升贫困群众村
级环境，莘县莘州街道干部在
党工委的号召下，通过逐户走
访排查，针对个别贫困户居住
环境差，自理能力弱的，以社
区为单位，帮助其整理房间、
打扫卫生，为贫困群众创造一
个干净整洁的居住家园。镇村
干部手持扫把、抹布等工具，
帮助贫困户清扫卫生、清运垃
圾等，并统一整理了家中生活

物品。同时，为防虫防病，办事
处出资购买药桶，党政办、防
疫站负责联系申请灭蚊虫药，
社区、村干部共同为贫困户喷
洒防蚊虫药，以便减少夏季蚊
虫的兹生，以及疾病的传播。
通过以上举措，莘州街道镇村
干部全身投入，力求做到房
前、屋后无杂物、杂草，无异
味，室内卫生干净、整洁。

莘州街道以实际行动，进
一步拉近干部和群众的距离，
积极引导贫困户养成文明健
康的生活习惯，鼓励他们坚定
改变贫困落后面貌的决心。

(张梦莹 王思思)

莘县莘州街道建立整洁家园助力精准扶贫

“政府帮助俺申请了5000
元，可解决了俺瑞敏上大学学
费难题。”莘县董杜庄镇前王
海村贫困户程秀琴感谢回访
的扶贫干部。2018年8月前王海
村程秀琴家喜讯频传，王瑞敏
被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录取，可
学费让程秀琴伤透脑筋。扶贫
包户干部了解情况后，帮助她
申请泛海助学，争取教育扶贫
资金五千元，解决学费问题。

董杜庄镇全面摸底贫困
户子女大中专情况，帮助申请

“雨露计划”，贯彻落实国家教
育扶贫帮扶政策，减轻群众经
济负担。贫困户张爱军因妻子

贾合珍残疾致贫，妻子常年吃
药，花去巨额药费，其二儿子
10岁，正在上小学，吃穿、学习
用具困难。该镇扶贫包户干部
在走访过程中遇到本户求助
后，与镇扶贫办结合，一方面
广泛争取教育扶贫政策，扶贫
干部积极争取申请贫困户，获
得1200元帮扶资金；另一方面
寻求社会力量帮扶，向其捐赠
图书、衣物，捐献社会爱心。董
杜庄镇加大教育扶贫帮扶力
度，打通教育帮扶“最后一公
里”，想群众所想，帮助贫困户
办实事，送去党和政府的温
暖，获得群众的点赞。(陈生营)

莘县董杜庄镇打通教育扶贫“最后一公里”

8月12日，台风“利奇马”
登陆山东，给大家生活带来诸
多困难与不便，为此聊城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辩论与
演讲协会服务队于山东省泰
安市果都镇举办了“走进抗洪
抢险第一线”活动。为了深入
了解这一自然灾害所造成的
后果，切实掌握本地抗洪抢险
情况，激发学生对社会事件的
关注度，志愿者走近抗洪救灾

第一线，进行实地了解。据相
关人员解释，此次台风带来了
强降水，使许多地方发生内
涝，道路积水严重，对农业生
产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邵伟杰 陈晓彤)

走进抗洪抢险第一线

近日，因受台风“利奇马”
的影响，菜屯镇出现持续降
雨，心系贫困户的住房以及院
内积水情况，菜屯镇机关干部
和村两委成员、扶贫专干等组
成慰问小组，逐户走访，第一
时间掌握贫困户情况，为贫困

户排忧解难。在走访中，相关
部门还根据气象情况对村民
进行提醒，做好相关的防暴雨
应急工作，提醒大家注意切断
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户外
作业。

(邱钰)

茌平区菜屯镇：走访贫困户住房漏雨积水情况

博平镇把精准扶贫作为
一项重点工作，坚持精准识
别、精准施策、精准保障的原
则，不断探索扶贫机制，着力
整合各方力量，多措并举深
入推进精准扶贫工作，确保
精准扶贫不落一户。博平镇
结合帮扶责任人大走访活

动，逐一对已脱贫户进行深
入细致地入户走访调查摸
底，对所有贫困户的信息和
数据进行了补充完善，进一
步做细做实了扶贫档案，并
对所有贫困户的家庭情况和
致贫原因实行动态管理，逐
户制定帮扶方案。

茌平区博平镇精准扶贫不落一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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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小小信信用用卡卡风风波波，，新新卡卡到到手手六六天天却却被被““中中介介””挂挂失失补补卡卡

家住聊城的孙先生最近因
为一个小小的信用卡而产生了
苦恼。自己的信用卡在不知情
的情况下被挂失，而且最令他
无法理解的是，使用非预留电
话、不校验密码就可以挂失补

卡，于是孙先生对A银行进行
了投诉，幸而事情被及时解决。

在2019年4月4日，孙先生
和妻子在网上认识了一位中
介，这位中介自称是办理A银
行信用卡的中介，夫妻二人就
将个人资料交给了这位“中
介”，并和“中介”一起到A银行
办理了信用卡。很快，信用卡
在4月10号这一天到了夫妻俩
的手中。可新卡用了只有六
天，4月16号时孙先生的手机
就收到了A银行的短信。短信
中说道，孙先生妻子名下的信

用卡被挂失补办，新卡在邮寄
过程中，而孙先生自己名下的
信用卡也被止付。孙先生对A
银行使用非预留电话、不校验
密码就可以挂失补卡的规定
表示不解，并对A银行进行投
诉。

A银行收到孙先生的投诉
后，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并及
时与孙先生进行交涉。在交涉
过程中发现，A银行工作人员
对陪同孙先生夫妇来办卡的

“中介”并不知情，而且孙先生
是通过“中介”来填写信息申

办信用卡的，所以这位第三方
中介获取了他们的个人信息
并进行了挂失补卡。在办理信
用卡时，银行工作人员就提醒
了孙先生要保护好个人信息、
正确使用银行卡。

另孙先生疑惑的使用非
预留电话、不检验密码就可挂
失补卡，A银行零售部及信用
卡客服中心也多次向孙先生
进行了解释，非预留电话挂失
补卡是行业规则，符合操作标
准。5月13日，孙先生在银行提
醒之后归还了信用卡款项，28

日上午又到网点办理了止付
业务。

一场信用卡风波最终得
以平息，但也在提醒着我们，
网络办卡给我们提供了便利
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隐患，要
通过银行提供的正规渠道进
行办理，不要轻信社会第三方
人员，以防上当受骗。同时，金
融机构也要进一步优化服务，
加强业务宣传，提高消费者风
险防范意识。

(聊城市金融消费权益保
护协会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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