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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正值脱贫攻坚决战决
胜关键期，乐陵市黄夹镇以扎实
开展主题教育为契机，坚持“四个
贯穿始终”，找准推动脱贫攻坚的

“切入点、突破点、着力点、并键
点”，实现主题教育与脱贫攻坚深
度融合。

为检验脱贫成效，黄夹镇党
委政府领导班子、中层党员干部
先后多次到范纸坊、杨纸坊、胡纸
坊等贫困村开展调研并参与到村
党支部的主题党日教育中去，为
村党员上党课，宣讲党的扶贫政
策，与党员一起重温入党誓词，鼓
励党员不忘初心，带领村民全面
实现小康生活。 (梁代代)

在脱贫攻坚工作中，乐陵市大
孙乡始终以“政府主导、部门开发、
就地就近、方便群众、自主自愿”为
原则，多渠道开发多方面保障，全
力推动公益性岗位供需衔接，全力
攻克脱贫攻坚就业扶贫工作。

送岗位。扶贫办工作人员入
户宣传扶贫专岗和企业用工岗位
需求，向贫困劳动者推荐岗位，本

着自愿的原则，鼓励有就业意向
的贫困户积极参加岗位选聘。送
技能。根据扶贫专岗和企业用工
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定向培训、
技能培训等，进一步提升农村贫
困家庭就业创业能力。

目前，通过养老护理员帮扶
本村贫困老人、残疾儿童，为他们
送去了温暖。 (高佳)

黄夹镇>>

深化主题教育助力脱贫攻坚

大孙乡：全力推动公益性岗位供需衔接

乐陵市杨安镇为实现建档
立卡贫困户的物质生活和精
神生活“双脱贫”，三步走扎实推
动“三有三净”活动开展,一是全
面动员，精准摸排，二是因户制
宜，集中整治。三是双向激励，培
养习惯。

通过集中整治，引导贫困户
建立了卫生保持长效机制，鼓励
贫困户养成讲卫生的良好生活
习惯，以此不断推进农村文明生
活方式行动向纵深发展。

(刘苹)

杨安镇>>

多措并举

开展“三有三净”活动

今年以来，乐陵市大孙乡按
照精准扶贫工作要求，实施精准
扶贫举措，侧重“造血式”扶贫，着
重提升低收入农户扩大再生产能
力，打造精准富民路。

注重产业扶贫精准。大孙乡
依托吴官庄旅游扶贫、吴官庄光
伏发电、吉张獭兔养殖、北吴肉
牛养殖、辛集光伏发电、儀和食
品、德润7个扶贫产业项目，为贫
困户分红达359750元。项目囊括

所有2016年以来识别贫困户，真
正做到不落一户、不落一人，借
产业发展之力，带动村增收、户
脱贫。

注重就业扶贫精准。通过在
杜寺村留守妇女创业基地、溶海
富硒食品有限公司设立扶贫就业
点、提供工作岗位；通过养老护理
员帮扶本村贫困老人、残疾儿童，
全乡两批共计20余名贫困劳动力
实现稳定就业。 (高佳)

大孙乡：打造精准富民路

近日来，杨安镇以做细、做
实、做好为原则，全面完成扶贫
对象动态调整工作。

此次扶贫动态调整工作涵
盖扶贫对象动态调整、扶贫对
象信息采集更新和录入、脱贫
监测户的摸底、边缘户摸底和
信息采集录入、建档立卡数据
核实核准等。为确保工作高效

有序开展。杨安镇采用“一培训
二宣传三调查四比对五评议六
公示”工作法，要求工作人员准
确把握工作要求，严格按照标
准做细、做实、做好扶贫对象动
态调整工作。

截至目前，杨安镇 8 3个村
已全面完成了扶贫对象动态调
整工作。 (刘苹)

杨安镇：全面完成扶贫对象动态调整工作

为保障光伏扶贫项目的扶贫
效果，杨安镇前董、解家、冯辛庄
三个重点村将光伏电站进托管给
中泰光伏托管公司，在三个村共
安装数据信息采集器24台，实现
24小时在线监控，并通过及时维
修、定期清洗、购买保险等方式保
障光伏电站正常运行。

通过光伏托管，加强对电站
的实时发电量、运行时间、设备
温度等数据实时监控分析，从而
及时作出应急反应，保证电站运
行安全、消除隐患，最大限度减
少发电损失，增加项目实际收
益，切实通过“造血”扶贫保障贫
困户稳定脱贫。 (刘苹)

杨安镇：用托管保障光伏电站“造血”扶贫
乐陵市黄夹镇在精准

扶贫工作中，始终坚持以
强化干部培训作为推进精
准脱贫工作的重要抓手，
创新培训方式、突出培训
实效，11月27日，黄夹镇召
开扶贫业务培训会议，镇
包村干部、村党支部书记、
驻村第一书记等近300人参
加会议。

培训会上，镇扶贫办负

责人就精准扶贫政策、教育
扶贫、产业扶贫、金融扶贫、
档案资料填写等工作进行
详细讲解。黄夹镇党委书记
郑同彬在会上强调道，全镇
所有帮扶干部要认清形势，
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
当，采取有针对性的帮扶措
施，激活贫困村和贫困户的
内生发展动力，增强扶贫工
作实效。 (梁代代)

近日，乐陵市黄夹镇
新时代文明实践“三有三
净”志愿服务队到贫困户
家中走访慰问，为他们送
去了冬衣、米、面、油等生
活必需品，还帮助贫困户
打扫卫生，开展扶贫“三有
三净”活动。

志愿者们在帮助贫困
户打扫院落、归置物品、清
理房间的同时，着重向贫
困户传达健康生活理念，

推动其脱贫奋斗自我意识
的觉醒，旨在通过落实“扶
贫先扶志”，有技巧地教育
引导贫困群众不断强化健
康意识，自觉革除传统陋
习，逐步养成讲卫生、讲文
明的良好生活习惯，切实
改进贫困群众人居环境，
并 将 扶 贫 帮 困 落 实 到 实
处，让困难群众感受到来
自党的关爱和温暖。

(梁代代)

乐陵市黄夹镇以“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为契机，扎实开展健康扶贫
工作，切实解决“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里”问题，做到精
确到户、精准到人、精准到
病，保障贫困人口健康。

11月28日，由黄夹镇扶
贫站工作人员和镇卫生院
组成的医疗团队在黄夹镇
安子杨村开展了健康扶贫
义诊活动。医务人员为前来

问诊的贫困户及其他群众
免费测量血压、血糖以及其
他身体健康检查，给前来问
诊的群众提供免费的病例、
病情咨询。并通过发放健康
宣传资料，为群众宣讲高血
压、高血糖等常见病、多发
病、慢性病的防治措施，提
高群众的健康卫生意识和
疾病预防能力。据了解，此
次义诊活动受惠群众达200
余人。 (梁代代)

黄夹镇>>

以主题教育为契机深入推进健康扶贫

黄夹镇>>

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助力扶贫“三有三净”

黄夹镇>>

“精准”培训强人才 助推扶贫“催生力”

本报德州12月5日讯(记者 王金
刚 通讯员 贾荣耀) 12月4日，教育
和体育局公布了德州市2019年省级一
类幼儿园名单及2014年公布的通过复
评的省级一类幼儿园名单，根据《德州
市教育和体育局关于转发〈山东省教育
厅关于开展幼儿园分类评估认定工作
的通知〉的通知》，德州市教体局于2019
年11月27日至29日对2019年新申报的
19所幼儿园和2014年公布的35所幼儿
园进行了集中验收。其中2019年新申报
的18所幼儿园和2014年公布的31所幼
儿园通过验收和复评。

根据山东省幼儿园分类认定标准
及评估细则,幼儿园分为4个层次,即省
级示范幼儿园、一类至三类幼儿园。幼
儿园《评估细则》满分为1000分。其中,
省级示范幼儿园要达到900分以上；一
类幼儿园需达到800-899分；二类幼儿
园需达到700-799分；三类幼儿园需达
到600-699分,及格线为600分。评分内
容涉及保育教育、安全卫生、办园条件
等5大类,对幼儿园基础设施、保教人员
配备、师德师风等都有明确要求。

为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德
州市教体局将验收及复评结果予以公
示。若对验收结果有异议，请来电、来
信、来电子邮件反映，自报真实姓名，不
报或不署真实姓名的，不予受理。公示
期：2019年12月4日至12月10日(不含双
休日)。

49所幼儿园拟评定为省级一类园
公示期截至12月10日

德城区万豪幼儿园
德城区德育幼儿园
德城区德州之星幼儿园
德城区博苑联兴幼儿园
陵城区第四幼儿园
陵城区北京博苑实验幼儿园
齐河县第五幼儿园
齐河县第四幼儿园
齐河县晏北街道开鑫花园幼儿园

齐河县经济开发区实验幼儿园
齐河县祝阿镇黄河幼儿园
平原经济开发区中心幼儿园
平原县第二实验幼儿园
平原县经济开发区新城幼儿园
武城县四女寺镇明德小学幼儿园
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京博师静博幼儿园
经济技术开发区赵宅中心幼儿园
运河经济开发区睿之爱幼儿园

2019年新申报通过验收的省级一类幼儿园名单(18所)：

德城区天衢幼儿园
德城区东海巴黎城幼儿园
陵城区神头镇中心幼儿园
陵城区边临镇中心幼儿园
禹城市李屯乡中心幼儿园
禹城市伦镇中心幼儿园
禹城市十里望回族乡中心幼儿园
禹城市安仁镇中心幼儿园
禹城市高新区中心幼儿园
禹城市辛店镇中心幼儿园
禹城市市中街道办事处中心幼儿园
禹城市莒镇乡中心幼儿园
禹城市梁家镇中心幼儿园
禹城市张庄镇中心幼儿园
禹城市宜家尚品小区幼儿园
宁津县宁城街道中心幼儿园

宁津县相衙镇中心幼儿园

宁津县相衙镇京城张社区幼儿园

宁津县张大庄镇中心幼儿园

宁津县大曹镇中心幼儿园

宁津县宁城街道张秀小学附设幼儿园

宁津县杜集镇中心幼儿园

宁津县大柳镇中心幼儿园

宁津县保店镇张宅小学附设幼儿园

齐河县刘桥镇中心幼儿园

平原县王打卦镇中心幼儿园

平原县恩城镇中心幼儿园

夏津县雷集镇中心幼儿园

夏津县田庄乡中心幼儿园

夏津县双庙镇中心幼儿园

夏津县新盛店镇中心幼儿园

2014年公布的通过复评的省级一类幼儿园名单(31所)：

本报德州12月5日讯(记者
贺莹莹) 近日，齐鲁晚报·齐鲁
壹点记者从德州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获悉，2020年全国护士执业
资格考试从12月4日开始网上预
报名。

根据《护士条例》和《护士执
业资格考试办法》，在中等职业
学校、高等学校完成国务院教育
主管部门和国务院卫生主管部
门规定的普通全日制3年以上的
护理、助产专业课程学习，包括
在教学、综合医院完成8个月以上
护理临床实习，并取得相应学历
证书的，可以申请参加护士执业
资格考试。

根据教育部、原卫生部《关
于举办高等医学教育的若干意
见》规定，相关学历可作为相应
资格考试的学历依据。2008年5月
12日《护士条例》颁布实施前，已
入学注册但学制不足3年的普通
全日制学校学生完成教学计划
和临床实习，并取得相应学历证
书的，可报考护士执业资格考
试；2008年5月12日以后入学的，
按《护士条例》等有关规定执行。

护士执业资格考试

开始预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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