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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周公河农贸城是农业部定
点市场、山东省重点工程，聊城
民生菜篮子工程。由聊城兴农绿
色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发建设，
聊城市周公河农批市场管理服
务公司运营的商业综合体项目。
总占地面积约4800亩，现有水产
海鲜、肉类、冻品、熟食、干调、酒
店用品、茶文化、糖酒副食、精品
粮油、花鸟鱼虫、蔬菜、水果十二
大市场，并建有兴农冷库。国企
运营，品质保障。

项目北靠北外环，东临光岳
路，市区两大核心道路柳园路、
花园路横贯园区，距济聊高速口
仅百米，内通外达，5分钟到达万
达·欢乐小镇、汽车总站，10分钟
到达金鼎商圈，15分钟到达聊城
火车站。园区位于聊城重点培育
的经济增长极，可坐享区域发展
红利。万里国际、盖世物流等集
聚城区北部，人流密集、经贸发
达，加速财富变现升值。区位优
势显著，地产升值潜力大，可投
资、可入驻经营、可精准创业，全
部现房招商招租。50-20000㎡现
房/大平层/商铺/商墅欢迎各界
朋友莅临！

大型商业综合·引领北城新商圈—周公河农贸城
今年以来，工行聊城分行

始终坚持防案件、防事故、抓演
练、保平安的理念，面对复杂的
社会治安形势和各种风险挑
战，狠抓应急演练不放松，切实
提高防范水平，提高处置能力。

思想认识到位，该行自年
初始终向辖内机构灌输安全是
基石，是一切业务发展的保障
和牢固树立发展决不能以牺牲
安全为代价的红线意识，促使
各机构负责人正确认识和处理
应急演练与业务发展的关系，
只有机构负责人思想认识到
位，克服侥幸、麻痹心理，才能
保障在业务快速发展的同时，
不出现案件事故。

制定详细计划，自年初开
始，该行让每个支行、每个网点
均制定详细的月度演练计划，包
括演练的时间、地点、项目和参

加的人员等，演练前要求有应急
演练预案，有推演，演练中要组
织有关专家进行现场观摩、指
导，演练结束要求有点评。

抓好联动演练，该行每月
抽取一个支行的网点、抽取一
个科目与分行报警监控中心配
合进行联动演练，演练的同时
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细化演练
过程，通过演练检验预案的实
用性、可用性、可靠性，检验反应
能力、协同能力和实战能力。

坚持常抓不懈，从今年年初
开始，该行始终如一常抓不懈抓
应急演练，每月均派员到网点和
监控中心进行指导，与演练单位
共同组成演练小组，一同制定演
练方案，在推进实施的过程中，
及时修正演练预案，确保每次演
练都能达到实战的目的。

(王保华)

工行聊城分行狠抓应急演练提高防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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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日，临清青年路街道办
事处召开扶贫工作推进会议，党
工委书记孙晓强，党工委副书
记、办事处主任梁勇及全体帮包
组负责人参加会议。

孙晓强就当前如何做好扶

贫攻坚工作提出要求。要端正态
度，各组逐户逐条核实，针对上
级提出的问题立即整改。要压实
责任，以组为单位，实行组长负
责制，组长负责到底。走访提升，
迎检、整改、落实，全力做好脱贫

攻坚工作。
办事处各小组领导按照“发

现问题、立马整改”原则，对贫困
户深入全面调查落实，确保上级
检查提出的问题逐个落实，整改
到位。 (李红艳)

临清青年路街道召开脱贫攻坚调度会

11月10日上午，临清青年路
街道组织召开脱贫攻坚工作专
题调度会。会议通报了近期临清
市扶贫遍访对该街道脱贫攻坚
工作督导检查情况，听取各村
(居)、各部门脱贫攻坚工作进展

情况和存在问题的情况汇报，并
对安全饮水、危房改造等自查整
改和迎检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
署。

街道党工委书记孙晓强要
求，坚持问题导向，认真梳理工

作上的短板和不足，落实整改工
作；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工作
思路、完善工作细节，因户制宜
将扶贫工作做实做细，确保高标
准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李红艳)

冠县交流团来聊城开发区广平乡交流扶贫工作

近日，冠县县委副书记张云
生带领18个乡镇(街道)党(工)委
书记一行来到广平乡开展扶贫
交流活动。交流团走访了吴家所

村和马明智村，入户查看贫困户
扶贫手册、帮扶之窗等材料的填
写，“两不愁、三保障”的完善以
及“双提升”活动的开展等情况，

全面了解了扶贫工作开展情况，
对广平乡扶贫五步走的做法予
以肯定，双方今后将进一步加强
交流，共同提高。

聊城开发区广平乡建立长效机制确保脱贫成效

为确保脱贫成效，广平乡成
立了扶贫志愿者服务队，探索
建立了脱贫长效机制。各村成
立了由 6名有劳动能力的贫困

户 组 成 的“ 贫 困 户 互 助 服 务
队”，选取了一名队长和一名
监督员，队长负责带领大家劳
动，监督员负责督促贫困户自

我保持卫生和养成良好的生
活习惯，同时对工作标准进行
把关。

(田文枫)

聊城开发区北城办事处开展扶贫问题大整改

为切实落实开发区反馈意见
整改的政治责任，认真开展大排
查、大起底，点对点、实打实、硬碰

硬推进整改，近日，北城街道办事
处实行清单管理，做到问题清零，
坚决反对虚假整改；组织各社区

力量对辖区内的贫困进行互查，
确保辖区内的贫困户反馈问题得
到实质性的整改，户户清理。

聊城开发区北城街道全力迎接扶贫年终考核

为全力做好年终考核工作，
近日，北城街道对辖区内的贫困
户进行了再一轮的走访，确保扶
贫手册、帮扶之窗、到户手册真实

准确，不出问题。发现问题的，办
事处要求帮包干部第一时间进行
整改，收入填写不准确的再次核
对准确后重新填写扶贫手册、重

做帮扶之窗的牌子，对低保、残疾
补贴、教育补贴未享受的贫困户
收入第一时间向行业部门进行反
馈，确保政策落实到位。

聊城开发区本土微电影《老疙瘩脱贫记》获大国工匠单元优秀作品奖

11月6日，第七届亚洲微电影
艺术节在临沧市开幕。聊城开发
区本土微电影《老疙瘩脱贫记》
获大国工匠单元优秀作品奖。据
了解，第七届亚洲微电影艺术节
收到微电影作品4773部，获奖率

仅千分之三。该电影由聊城经济
技术开发区宣传办出品。影片根
据聊城开发区北城街道李楼村
第一书记真实故事改编，以乡村
振兴和脱贫攻坚为主题，展现了
双联共建第一书记牛光明心系

百姓、克服困难、赢得村民信任，
实现省定贫困村摘帽、群众脱贫
致富的暖心故事，表达了百姓在
党的领导下，众志成城，脱贫致
富奔小康，建设新时代美好生活
的信心和决心。

茌平区信发街道：确保贫困群众平安过冬

信发街道各级干部下村入
户进行了走访排查，把用煤取暖
的独居老人、残疾、重病贫困群
众等作为重点关注对象，发放

《居民防范一氧化碳中毒明白

纸》，提高居民的防范一氧化碳
中毒的安全意识，确保从源头上
杜绝一氧化碳中毒险情发生。

同时，街道扶贫帮扶干部在
下村排查走访的同时也不忘关

心了解贫困群众的家庭生活情
况，密切党员干部与群众之间的
血肉联系，也使得辖区内的扶贫
工作氛围更为浓厚。

(吴汉)

为做好脱贫攻坚迎检工
作，大力促进精准扶贫工作上
水平，洪官屯镇高度重视，迅速
安排部署，采取有力措施，11月
27日在全镇范围内掀起迎检备
考“大走访”活动。

全镇分为四个组严格对照
有关要求，进行深度解剖。重点

查看贫困户室内外环境卫生和
家具配置情况、帮扶之窗与帮
扶手册内容是否一致、住房保
障情况、饮水安全保障情况、特
惠保险政策知晓情况及是否存
在有住院未报销情况、健康和
医保情况等，对于走访中发现
的问题坚持立整立改。

茌平区洪官屯镇开展脱贫攻坚大走访活动

11月29日，茌平区乐平铺镇
精准扶贫问题清单销号部署会
召开。通报区解剖乐平铺镇反
馈的问题清单。安排部署整改
工作任务。

会议强调：各帮扶责任人
要对照反馈的问题清单，认真
抓好整改，要强化责任意识，

严格按照市区的考核要求，
一项一项抓好落实。同时，针
对反馈的卫生差、特惠保险
不清楚及扶贫日志书写简单
等问题，要举一反三，杜绝再
出现类似的问题，全力提升
全 镇 精 准 扶 贫 工 作 整 体 水
平。

茌平区乐平铺镇精准扶贫问题清单销号部署会召开

为全面梳理脱贫攻坚以
来已建成产业扶贫项目，近
日，北城扶贫办联合经管站、
财所对问题清单逐项整改落
实；对照43条和指引35条规范

资金项目管理档案，重新梳理
2016年以来的所有项目，对查
出的问题建立台账，销号管
理，确保年终考核时不出问
题。

聊城开发区北城街道全面梳理扶贫项目

“脱贫攻坚，群众才是主
角，干部干、群众看是绝对不
行的。”这是帮包干部们谈心
时经常说到的话。为增强贫困
群众的内生动力，北城注重扶
志扶智“双扶”工作，将“五净
一规范”作为提升群众精神面

貌、村容村貌和扶志工作的重
要突破口。帮包干部根据贫困
户晚上在家的实际情况，下班
后走访贫困户，讲解扶贫政
策，结合到户手册，逐项解读
和核实，并鼓励贫困群众通过
自己的勤奋努力改善生活。

聊城开发区北城街道增强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

扶贫用真情，帮包暖民
心。近日，北城组织帮包干部
走进周堂村，为贫困户张吉兴
修建了院墙，打扫了院内卫
生；为贫困户李士长大爷家修

建了院墙，解决了李大爷家没
有院墙没有大门的难题，真正
将工作做到了他们的心坎里，
解决他们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贫困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

聊城开发区北城街道着力解决贫困群众生活难题

声明
红星美凯龙二楼麦克维尔展位，法人张艳强，将原有红星美凯龙装修

押金单据丢失，收据编号为：SK19090303091514，金额人民币(大写)：壹万
元整。

在此声明此收据作废，由此产生的任何责任与上海红星美凯龙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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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声明！

聊城开发区广平乡扶贫帮困送温暖

近日，广平乡南张楼村
“第一书记”李文喜同志主动
协调聊城市春雨助学协会，为
本村贫困户的2名学生争取到
了初中每人每年600元、高中每

人每年2000元的学习费用。11
月 1 2 日，该协会到广平乡中
学，对两名学生进行了第一次
学习资助，送去了关怀和温
暖。

地址：聊城市柳园路/花园路北首
招商热线：0635-7072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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