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扶贫帮扶单位给了我的
化肥真是好啊，让我今年种地
不再用自己买，节省了不少
钱，真是感谢畜牧局帮扶领
导、感谢镇政府！为我们贫困
户解决了大问题”，正忙着往
三轮车上装化肥的山东省聊
城市阳谷县洪刘村贫困户刘
作祥高兴地说。

近日，郭屯镇扶贫办联合
县直各帮扶单位为帮扶的贫

困户开展送爱心活动，阳谷县
畜牧局近期为该镇20余户贫
困户送来了100余袋有机肥，
切实解决了贫困户种地成本
高的难题，帮组贫困户节省了
生产生活压力。

畜牧局王主任说：“作为
帮扶单位，能够参与扶贫工作
是我们的荣幸，也是我们义不
容辞的义务，我们单位一定会
尽心尽力做好帮扶工作，助力

贫困户早日脱贫，过上小康生
活。”

据悉，此次捐赠活动是郭
屯镇脱贫攻坚工作的具体体
现，也是帮扶单位助力脱贫攻
坚的具体表现，各级以实际行
动向贫困家庭伸出友爱之手，
营造出了人人关心扶贫，人人
支持扶贫，人人参与扶贫的浓
厚氛围。

(张建新)

阳谷郭屯镇：爱心化肥助生产，精准扶贫暖人心

近日，随着天气不断变
得寒冷，侨润街道办事处帮
扶责任人一行，前往侨润街
道办亓庄村、东八村，为帮
扶对象送去了温暖的衣物，
在初冬来临之前给脱贫户
送去一份温暖和关怀，切实

解决他们的实际生活困难
问题。

帮扶干部分头行动，走
访入户，亲自将衣物递到贫
困户手中，并详细询问他们
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叮嘱
他们注意身体。

一件衣物送出一份温
暖 ，一 颗 爱 心 带 来 一 份 感
动。这次送衣物活动，解决
了脱贫户日常换洗衣物少
的问题，改善了脱贫户的精
神面貌，让贫困群众切实感
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

阳谷侨润街道：扶贫帮困送温暖，赠送衣物暖人心

随着冬季到来，很多农户
采取利用土地暖的方式进行取
暖，容易造成一氧化碳中毒，存
在很大的安全隐患，针对此情

况，聊城市阳谷县郭屯镇环保
办联合扶贫办、管理区等部门
对辖区内的贫困户取暖方式进
行全方位的排查，对排查出的

土地暖、火墙子等存在安全隐
患的一律封存，鼓励贫困户利
用清洁煤或电等清洁方式取
暖，确保过一个安全的冬天。

阳谷郭屯镇开展贫困户土地暖封存获好评

“没想到像我这个年龄了
还能在自己村子里挣到钱，不
仅学到了技术还能照顾家
庭。”在阳谷侨润街道西八里
营村阳谷润祥农作物种植专
业合作社务工的李大姐说。像
李大姐这样的贫困户在此工
作的不在少数，很多贫困户生
活比较困难，有的家属患病需
要照顾，不能外出务工，全家
因此致贫。如今有了合作社，
不仅能照顾家属还能打工赚
钱，为贫困户的收入提供了保
障。

润祥农作物种植专业合
作社的成长壮大得益于侨润

街道不断创新的扶贫方式。为
扶持合作社发展，侨润街道
办整合产业扶贫、果蔬发展、
绿植项目补助等各类项目资
金，帮助和扶持农民合作社
发展。按规范程序组建的合
作社，符合贷款条件的，向金
融部门申请信贷支持，帮助
合作社成长壮大。依托现有
村庄产业发展基础，引导和
鼓励贫困户以扶贫资金、劳
动力等的入股合作社的做
法，发展特色种植业、产品加
工业等，使扶贫资金无风险、
贫困户收益有保障，成为贫困
户增收的又一途径。

合作社解决了“千家万户
的小生产”和“千变万化的大
市场”之间的矛盾，整合资源，
组建了符合发展需求的产业
组织，以合作社为平台，逐步
壮大产业规模，拓宽带富领
域，带领更多的农民群众特别
是贫困户共同致富。

“农业合作社+”扶贫模
式有效的解决了贫困户缺技
术、缺资金和自身发展力不足
的问题，侨润街道将进一步加
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支持
力度，让其起到示范带动作
用，稳步推进贫困户脱贫增收
工作。

阳谷侨润街道：“农业合作社+”扶贫模式助力精准脱贫

11月21日，振兴街道办事
处在二楼召开了扶贫工作推进
会暨帮包责任落实培训会。

振兴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王

强系统详细的讲解了扶贫政策，
包括教育扶贫政策、健康扶贫政
策、住房保障政策、饮水安全保障
政策、社会兜底保障政策。还讲解

帮扶干部到位情况和扶贫手册
填写与发放。通过再一次系统的
学习，增强帮扶意识与责任意识，
更好地把扶贫工作做实做细。

茌平区振兴街道：解读扶贫政策，增强责任意识

胡屯镇全面贯彻落实脱
贫攻坚重大决策部署，在全镇
范围内开展扶贫整改“回头
看”工作，以硬措施落实硬任
务，强力推进脱贫攻坚。

坚持问题导向，认真查摆

问题根源。对照问题清单，制
定整改方案、明确责任部门，
逐项逐条落实整改。通过开展

“回头看”，巩固整改成效，保
证已改问题不反弹，补齐工作
短板，提升脱贫攻坚工作成

效。加强对各部门工作调度，
督促各管区抓好工作落实，进
一步明确帮扶责任人工作职
责，每天召开帮扶人员工作会
议，全面压实帮扶责任，不断
凝聚脱贫攻坚的强大合力。

茌平区胡屯镇开展扶贫整改“回头看”工作

为打通政策落实最后一
公里，进一步提高脱贫质量和
贫困群众满意度。近日，温陈
街道召开脱贫攻坚”找差距、
抓落实”到户帮扶工作培训会
议。全街道帮扶责任人、街道

扶贫办工作人员参加会议。
会上传达了上级脱贫攻

坚会议及相关业务培训会议
精神，并对街道近期脱贫攻坚
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总结。会
议要求，全街道所有帮扶责任

人要进一步强化思想认识，围
绕目标任务和贫困户实际情
况，认真核实，填写准确。在工
作中深入查摆问题，实现贫困
群众稳定脱贫，保证“小康路
上不落一人”。 (李楠楠)

茌平区温陈街道召开脱贫攻坚到户帮扶工作培训会

为全面掌握脱贫攻坚方
面存在的短板，进一步查缺
补漏，强化思路，补齐短板，
整改提升，夯实脱贫攻坚基
础，促进脱贫攻坚工作有序
开展，茌平区博平镇由镇扶

贫办牵头，组织全镇帮扶责
任人，对全镇所有贫困户的
帮扶情况进行全面剖析。

博平镇高度重视此次自
查自纠，前期多次召开组织
各级帮扶责任人及扶贫专职

进行政策培训，奠定理论基
础。在自查过程中，不隐藏问
题，针对问题进行深入剖析，
直击问题“病源”。同时建立
工作问题台账，督促整改，逐
条销号。

茌平区博平镇开展扶贫工作自查自纠

洪屯镇精准扶贫帮扶
措 施 见 成 效 ，项 目 落 实 到
户 ，贫 困 户 得 到 真 正 的 实
惠。今年8月份起，洪屯镇召
集全体机关干部、各村居扶
贫专职、妇女执委会成员一

起，按照“两清四净一规范”
的标准，自愿为所有已脱贫
享受政策贫困户打扫卫生、
清理庭院，清扫房前屋后、
庭舍院落垃圾杂草，清理房
前屋后堆积物杂物，以实际

行动对贫困户进行帮扶。此
次活动改善了贫困家庭的
居住环境和精神面貌，激发
了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进
一步推动贫困户实现物质、
精神双脱贫。

茌平区洪屯镇助力贫困户“三提升”

近日，胡屯镇供电所开展
了“助力脱贫攻坚——— 安全用
电宣传进农家”活动。供电所
的工人深入镇辖区的贫困户、
低保户、五保户家中，为他们

进行电器检修，宣传用电安全
知识，检查家中可能存在的用
电安全隐患，为他们提供切实
有效的帮助。“我们供电所开
展此次活动，重在全力以赴为

用电户，特别是贫困户安全用
电保驾护航，防止用电不当因
灾返贫，发挥我们供电所应有
的积极作用。”胡屯镇供电所
的工人们纷纷说道。

茌平区胡屯镇安全用电助力脱贫攻坚

一方纯净的乡土，一群活
泼可爱的孩子，一座座金黄的
草房子，一幕幕刻骨铭心的画
面，一个个感人肺腑的故事......
这就是曹文轩心中所追忆的
童年。

油麻地这片热土滋养了
许多纯真朴实的孩子，天真调
皮的桑桑，成熟大气的纸月，
敏感自尊的秃鹤……其中，最
能拨动我心弦的就是帅气的
杜小康了。

杜小康家底厚实，过着令
大家望尘莫及的生活。大红门
的滋养使他骄傲自大，但也敢
作敢当。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杜小康的爸爸出了事故，杜家
处境一落千丈，还欠了一屁股
债。生活的重担并没有打倒这
个少年，他迎难而上，微笑着
去面对困境，拥抱新生活。可
生活在当下的我们，却像温室
里的花朵，不懂得帮家人分担
重任，遇到困难只是一味逃
避。我们应该学习杜小康的坚
韧不拔，这正如鲁迅先生所
言：真正的勇士，敢于面对惨

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
血。

最让我难忘的一幕就是
桑桑离开草房子的情景。他坐
在草房子顶端，张望着油麻地
小学的一切。当时，秋风乍起，
白云如絮，飘向远方。一缕阳
光照在金黄的草房子屋顶上，
发出耀眼光芒，那里面有油麻
地小学的孩子们，也有桑桑对
童年的怀念，更重要的是这六
年的风风雨雨教会了桑桑与
厄运相争的坚强，懂得了少男
少女纯真的感情，明白了残疾
男孩对自尊的坚守……

曹文轩爷爷用如诗的语
言，精妙绝伦的设计，生动的
故事情节让我懂得了;童年的
时光像一块糖果，甜美了我：
童年的记忆像一位朋友，陪伴
了我；童年的故事像一本书，
充实了我。我们在童年时期，
就应该珍惜当下，发愤图强，
用美好的童年谱写一曲属于
自己的赞歌！

(外国语小学六年级(2)班
卢圣霖)

读《草房子》有感

开发区“健康卡”是指针
对该区贫困群众的健康扶
贫证明。为让定点医疗机构
做到对贫困户精准识别，该
区协调聊城市脑科医院制
作标有“聊城经济技术开发
区健康扶贫便民卡”标识的

就诊卡，并在医院就诊系统
内标注了“扶贫”属性。凭着
这张“卡”，贫困人口持就诊
卡在定点医疗机构门诊就
诊实行“两免两减半”优惠
政策，贫困群众就医更加方
便。

开发区“健康卡”让贫困群众就医更方便

鉴于蒋官屯办事处、北城
街道办事处和广平乡部分村
自来水管道老化、水埙严重
的实际情况，近日，聊城开发
区农办积极履行行业扶贫职

责，申请1300万资金实施了
自来水改造工程。截至目前，
工程已经全部完工，辖区贫
困群众喝上了安全水、放心
水。

聊城开发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助力脱贫攻坚

今年以来，开发区持续提
高社会救助保障标准，全面
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将全
区农村低保保障标准提高
至每人每年4500元，农村特
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提高
到 每 人 每 年 5 8 5 0 元 ，提 标

后，全区农村低保保障标准
接近 2 0 1 8年度全省平均水
平，高于省定贫困线；同时，
开发区为辖区 7 0周岁以上
老年人每月发放1 0 0元养老
金，贫困群众的获得感和满
意度不断提升。

聊城开发区持续提高社会救助保障标准

近日，山东省妇联副主席
孙应琢一行到开发区广平乡
大曲村开展美丽庭院和贫困
户双提升观摩活动。孙主席听
取了广平乡妇联工作开展情
况，与大曲村妇联执委进行了

亲切交谈，并参观了大曲村的
妇联阵地妇女之家和贫困户
双提升工作进展。孙主席希望
广平乡妇联进一步发挥阵地
优势，坚持党的领导，切实做
好妇女思想工作。

省妇联领导到广平乡开展双提升观摩活动

为了做好省市年终考
核，全力提升产业扶贫项目
的规范化水平，近日，开发
区组织审计分局、农办、财
政局等部门成立扶贫专班，
对全区2016年至2019年所实
施的 2 7个项目进行了集中

梳理。专班站在审计财政角
度，对扶贫资金的拨付使用
和收益发放进行了集中复
查会审，对查出的问题建立
台账、销号管理，并提出整
改建议，做到了“应改尽改、
应补尽补”。

聊城开发区：集中梳理产业扶贫项目

开发区广平乡颜庄村是
省定贫困村。脱贫攻坚以来，
广平乡党委政府根据颜庄部
分群众村种植葡萄大棚的这
一优势、因势利导，利用扶贫
资金扩大了葡萄种植面积，开
辟出一条利用葡萄大棚产业
扶贫之路。2016年以来，先后

投资576万元，共建设冬暖式
果蔬大棚大棚61座，总面积近
300亩，项目运转良好，收益稳
定。扶贫产业大棚为贫困户带
来了持续稳定的收益，成为扶
贫“造血”的典型模式，也成就
了聊城开发区特色产业扶贫
发展之路。

聊城开发区：小产业开辟扶贫路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
工程物业部员工张贺于2019年11月14日起未经公司批准

无故旷工，至2019年11月22日已旷工8个工作日，严重违反公司
规章制度，公司通过各种方式联系无果。公司决定：自2019年
11月22日与张贺解除劳动合同，请于2019年12月3日前来办理
离职手续。特此通知。

聊城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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