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2月18日16时，香江
派出所接警后在香江一期交运
集团处发现一名流浪男子在路
边睡着，50岁左右，自称叫陈仕
会，东北口音，经过沟通无法提
供其他个人信息，后护送至聊
城市救助管理站临时安置。如
有好心市民认识此人，请及时
通知家人或直接与聊城市救助
管理站取得联系。聊城市救助
管理站24小时值班电话：0635-
8240352。

聊城市救助管理站
2019年8月23日

2018年12月18日，好心人
在聊位路上救助一妇女，自写
叫马真龙，51岁，送站后经询问
提供江苏省丰县及甘肃省武威
市。因智力问题无法提供详细
地址及家人信息，与两地政府
多次联系寻求帮其寻找家人，
如有好心市民认识此人，请及
时通知家人或直接与聊城市救
助管理站取得联系。聊城市救
助管理站2 4小时值班电话：
0635-8240352。

聊城市救助管理站
2019年8月23日

2019年7月26日18时，新区
派出所接警后，在聊城东昌府
区建设路与花园路交叉口亿沣
生活广场发现一名流浪男子，
60多岁，口齿不清，不会写字，
无法提供详细地址及家人信
息，后被护送至聊城市救助管
理站临时安置。如有好心市民
认识此人，请及时通知家人或
直接与聊城市救助管理站取得
联系。聊城市救助管理站24小
时值班电话：0635-8240352。

聊城市救助管理站
2019年8月23日

2019年7月10日17时，古楼
派出所民警在聊城火车站发
现一名流浪聋哑男子，3 0多
岁 ，不 会 写 字 ，与 其 无 法 交
流，不能提供详细地址及家
人信息，后被护送至聊城市
救助管理站临时安置。如有
好心市民认识此人，请及时
通知家人或直接与聊城市救
助管理站取得联系。聊城市
救助管理站24小时值班电话：
0635-8240352。

聊城市救助管理站
2019年8月23日

2019年5月30日15时，聊城
市救助管理站的工作人员在聊
城市东昌府区利民东路发现一
名流浪女子，50岁左右，与其无
法交流，因智力问题无法提供
详细地址及家人信息，临时安
置在聊城市救助管理站。如有
好心市民认识此人，请及时通
知家人或直接与聊城市救助管
理站取得联系。聊城市救助管
理站24小时值班电话：0635-
8240352。

聊城市救助管理站
2019年8月23日

寻 亲 公 告

8月22日下午，科技副县
长、县扶贫办主任张春兰主持
召开脱贫攻坚“回头看”着力解
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工
作推进会。县委常委、组织部部

长张亚就认真落实省市会议精
神做了全面安排部署。

会议要求，各乡镇(街道)、
各行业部门要站在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强力
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
题，以实实在在脱贫攻坚成
效，贯彻落实好省市会议精
神。

脱贫攻坚“回头看”，茌平召开推进会解决突出问题

临清魏湾镇紧紧抓住“三
扶”活动机遇，改变“保姆式”帮扶
方式，变“输血式”扶贫为“造血
式”扶贫，激发贫困户脱贫内生动
力。营造“人穷志不穷，勤劳能致

富”、脱贫济困的良好社会氛围。
成立由党委书记，镇长任

组长，分管副书记任副组长，
其他班子成员为小组成员的
活动领导小组。由镇扶贫办牵

头，管区村委为骨干力量，配
合第一书记开展主题宣讲会，
设置红黑榜，开展模范户评比
活动，对积分高的贫困户在各
项慰问活动中予以重点倾斜。

变“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

日前，开发区在管委会
楼前开展了以“积极参与扶
贫开发，坚决打赢脱贫攻坚

战”为主题“慈心一日捐”活
动。机关干部积极参与，共捐
款2万余元，弘扬了开发区干

部职工扶贫济困，奉献爱心
的精神。

(时书明)

开发区“慈心一日捐”助力脱贫攻坚

近日，聊城开发区召开
了扶贫干部业务考试，全区
扶贫专职干部和帮包责任

人加了考试。通过考试，全
区扶贫专干提高了帮扶意
识和业务水平，助力全面打

赢脱贫攻坚战打下了坚实
基础。

(时书明)

开发区召开全区扶贫干部业务考试

为了扎实做好问题整改，
全面提升全区扶贫质量。近
日，开发区组织了扶贫工作

“回头看”，通过大量的走访调
查，全面掌握了全区1316户、
2432名贫困户的详细情况，明

确整改时限和责任人，采取果
断措施予以彻底消除，坚决打
赢脱贫攻坚战。 (时书明)

开发区开展扶贫工作“回头看”

近日，聊城开发区召开
2 0 1 9年扶贫年中调度会，会
议要求扶贫开领导小组成员

单位和物流园区、各乡镇(街
道 )必须紧盯“户年人均收入
和两不愁三保障(饮水)”脱贫

标准，全力打好了脱贫攻坚
战。

(时书明)

开发区召开2019年扶贫年中调度会

2019年以来，开发区建立
精准帮扶就业数据库，及时对
有劳动能力的农村贫困人员

开展就业指导技能培训、政策
帮扶等系列公共就业服务；实
行实行一对一的帮扶，建立精

准高效的就业扶持网络，助推
贫困户早日脱贫致富。

(时书明)

开发区以就业促扶贫

脱贫攻坚以来，开发区
实行了县级干部包乡镇、区
直部门包村、重点企业包村、

乡镇(街道)科级干部包村、机
关干部包户的五位一体帮包
机制，精准帮扶贫困村、贫困

户，不脱贫不脱钩，不摘帽不
销号。

(时书明)

开发区健全工作机制拓展扶贫帮扶思路

2019年，开发区投入省市
区三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702
万元)和统筹整合涉农资金(150

万元)852万元，在蒋官屯办事
处、北城办事处和广平乡谋划
发展了大樱桃温室大棚等特色

产业扶贫项目，全面助力插花
村贫困户增收，目前项目招标
结束，进入施工阶段。(时书明)

开发区推进特色扶贫产业发展

近日，蒋官屯街道办事
处召开各社区书记及扶贫专
干调度会，听取各个社区的
走访情况汇报，并现场商讨

定制整改措施。会议强调各
社区专干在走访时一定要高
度负责，确保各类问题整改
到位。

开发区蒋官屯街道办事处召开扶贫调度会

为扎实做好省扶贫年中
督查准备工作，近日，开发
区组织扶贫专干和帮扶责
任人每天到贫困户家中进

行走访，核实扶贫手册，搞
好生活条件和居住环境“双
提升”，切实提高贫困群众
满意度。

开发区压实帮扶干部和扶贫专干职责

为扎实做好省扶贫年中
督查准备工作，近日，开发区
召开迎检会议。会议要求物
流园区、各乡镇(街道)、区直
各部门要按照《2019年省扶

贫工作考核指标责任清单》
和《关于做好省年中督查迎
查准备工作的紧急通知》要
求，查缺补漏，确保不出任何
问题。

开发区扎实做好省扶贫年中督查准备工作

21日，东城街道开展贫困
户积分兑换活动。东城扶贫办
和妇联组织机关干部组成“临
时导购员”，贫困户持积分卡

前来换购米面粮油等基本生
活用品。此项活动促进贫困群
众的生活水平和居住环境实
现“双提升”。

开发区东城街道开展贫困户积分兑换活动

为切实改善贫困户就医
条件，开发区结合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为贫困户配备健康扶
贫保健箱，药箱上还写有签约

家庭医生的电话，贫困户生病
了打个电话，家庭医生就能提
供及时提供健康咨询、用药指
导等服务。

聊城开发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助力脱贫攻坚

2019年以来，开发区扎实
推进精准健康扶贫工程，全面
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和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进社区、进
村(居)活动。在辖区5家定点

医疗机构为贫困人口开通绿
色通道，切实为贫困人口提
供精准、优质、便捷的健康服
务，不断巩固提升脱贫攻坚
成效。

开发区健康扶贫稳步推进

2019年以来，开发区不
断提升家庭医生服务水平，
将贫困人口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费个人承担部分由开
发区财政予以补助，不断完

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激励
机制，贫困户签约服务覆盖
率达到了100%，切实让贫困
户享受到综合、连续的医疗
卫生服务。

开发区家庭医生服务贫困群众

开发区不断创新经营模
式，依托村委会成立农民专业
合作社，采用“公司+合作社+
基地+贫困户”的经营模式，村
委会参与基地管理，企业支付
管理费用作为村集体收入。同

时，利用好专项扶贫资金增加
无劳动能力贫困户收入，通过
入股等方式，参与合作社经
营，年底按比例参与合作社分
红，并依据人口数量均分给无
劳动能力贫困户。

开发区：创新扶贫基地经营模式

轿轿车车没没油油困困高高速速，，交交警警紧紧急急来来救救助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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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8月22日讯 (记
者 李怀磊 通讯员 武英
杰 ) 8月 2 1日上午 1 2时左
右，聊城高速交警高唐大队
通过视频巡逻发现：在青银
高速济南方向 4 2 1公里处，
有一银色轿车无法移动，情
况十分紧急。值班民警立即
赶到现场，经了解，该车距离
收费站1公里左右的时候因

为没油导致抛锚，停在了行
车道上。值班民警指示驾驶
人打开汽车双闪，往来车方
向 1 5 0米外设置三角架，把
车上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
并立马通知巡逻民警前来帮
忙。

民警在警车里找出拖车
绳，将抛锚车带下高速。司机
对民警的热情救助表示感

谢。民警也提醒司机：车辆再
发生类似故障，要在第一时
间在车辆后方设立警告标
志，同时拨打高速公路指挥
调度中心报警电话请求救
援。聊城高速交警提醒广大
驾驶员：出行前一定要检查
好车况，提前规划好行程路
线，一旦有紧急情况，第一时
间选择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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