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3新闻
2019年12月11日 星期三 编辑：樊舒瑜 美编：只文平

巡城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保障贫困群众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全覆盖

本报讯 近年来，临淄区把家庭
医生签约列入政府为民办实事内容，
成立家庭医生团队81个，家庭医生
1220名，增设以慢性病管理为主的11
种个性化服务包，签约居民和基层医
务人员可以通过服务平台与上级专
家做一对一交流，实现家庭医生在线
签约、在线服务、在线咨询、在线指
导、在线转诊等功能。为贫困群众免
费购买“服务包”，保障贫困群众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全覆盖。 (韩小丽)

临淄区落实脱贫攻坚
“找差距 抓落实”工作

本报讯 日前，临淄区召开全
区脱贫攻坚工作会议，截至目前，
已完成入户摸排1438户，发现问题
32条，已整改17条，整改完成率
53 . 13%。需排查项目9个，其中镇
街道项目7个，区级项目2个，已全
部完成排查，发现问题4个，已完成
整改3个，整改完成率75%。加快协
调各职能部门及时整改落实，确保
脱贫攻坚各项政策落实到位，确保
贫困人口脱真贫、真脱贫。(韩小丽)

淄川区产业“造血”
夯实扶贫增收基础

本报讯 今年，淄川区投资
3874万元，建设2019年度产业扶贫
项目13个，预计实现收益260万元，
将惠及4168户。对560万元产业项目
收益进行了分配，惠及1 . 2万余户
贫困户，发放光伏发电项目补贴
148余万元，惠及1184户。 (唐琼)

周村区青年路街道
孝善养老兜底子

本报讯 近日，周村区青年路
街道办对签订孝善养老协议的34人
发放了第四季度的孝善养老资金，
通过奖补的形式，激发向上向善、孝
老爱亲的正能量，形成政府、社会、
家庭合力养老孝老的良好社会环
境，助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崔雪)

本报讯 今年，淄川区组织召
开金融扶贫工作座谈会，鼓励引导
银行和新型经营主体积极参与精
准扶贫，落实省市金融扶贫政策，
注重与贫困户精准对接，与5家银
行签订三方协议，为2家企业发放
富民生产贷贴息15万元。截至目
前，全区累计发放金融扶贫贷款
4126 . 35万元，带动1780户建档立
卡贫困户增收。 (唐琼)

瞄准金融扶贫
支持脱贫攻坚

本报讯 日前，沂源县悦庄镇
排查出确因家庭困难无力购买煤
炭过冬的贫困户，为其每户购买了
1000斤高质量煤炭，并且因户施
策，为有精神疾病等人群送去棉大
衣和棉被，尽最大可能帮助困难群
众排忧解难，确保困难群众安全过
冬、温暖过冬。 (唐宁宁)

“暖冬行动”为贫困户
增添一抹暖阳

本报讯 日前，周村区青年路街
道办为二十里铺村贫困家庭免费义
诊。活动中，医护人员为村民免费量
血压、测血糖，提供个性化健康指导，
传授健康素养知识。通过义诊活动让
老百姓对病情早发现、早治疗，解决
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确
保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崔雪)

周村区青年路街道
暖冬义诊下乡活动

本报讯 入冬以来，气温下降，
高青县花沟镇张李村群众心里却是
暖烘烘的。近日，驻村“第一书记”
纪泉正在新打机井施工现场与党
员群众一起“洗井”。据了解，“第一
书记”派出单位高青县机关事务服
务中心出资3万元，为张李村新打
机井4眼，解决了村北500亩耕地灌
溉难问题，为群众增产增收、助力
脱贫攻坚打下了基础。 (李霞)

打井打到民心里
扶贫扶到心坎上

本报讯 今年，临淄区按照“救
贫困”与“救大病”迭加的救助原则，
受益人群增加了低保边缘家庭、低
收入家庭、因病致贫家庭重病患者
等人员，由“个人受益”增加至“家庭
受益”。截至11月底，通过医保结算
平台为298人“一站式”结算145万
元，通过评估认定后为131人手工报
销64 . 18万元，有效遏制了困难群众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韩小丽)

临淄区建立“四位一体”
医疗救助新模式惠民生

引入市场化思维构建新型
孤老优抚对象保障机制

本报讯 今年以来，临淄区退
役军人事务局投入6 . 5万元，开展孤
老优抚对象优抚保障和精神慰藉工
作。对分散供养的孤老优抚对象，在
开展好节日走访慰问的同时，也为
其购买床上用品，并购买1吨取暖煤
或发放1000元燃气补贴，确保困难
群众温暖过冬。 (韩小丽)

本报淄博12月10日讯(记者
王建炜 通讯员 杜立谦) 10
日，淄博交警24小时交管业务自
助服务厅在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
管所正式投入使用，24小时交管
业务自助服务厅的首次推出，可
解决工作日下班之后如何办理车
驾管等公安交通管理业务的难
题，办事群众不论是茶余饭后还
是周末假日休息都可到24小时

“无人自助车管所”办理交管业
务，真正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
里”，落实“一次办好”起到积极的
推动作用。

记者获悉，24小时自助服务
厅共设有驾驶人自助照相机、驾

驶证自助制证机、机动车行驶证
自助制证机、车辆违法自助查询
处理机、车辆六年免检自助服务
机等各类自助服务设备，群众可
自助办理交通违法处理查询、处
理、缴费，申领六年免检合格标
识，补换领驾驶证、行驶证等6大
类14项群众急需、易办、常用的交
管业务。同时，为方便群众办理驾
驶证补换领业务，大厅安装并启
用了人像采集设备，确保了群众
办理业务的安全性和私密性，杜
绝了非法中介的干扰。

此外，和24小时自助服务厅
一起投入使用的还有新扩建升级
的“淄博车管互联网业务办理中

心”，网办中心承担“互联网交通
安全综合管理服务平台”、“交管
12123”手机APP、“淄博车管”微
信公众号平台、互联网面签、互联
网业务自助服务以及“警邮合作”
等互联网业务受理、制证、邮寄等
服务职责；电话车管所承担着在
线受理10类车驾管业务申请、办
理，并在线解答群众咨询，受理群
众投诉；满意度回访对群众进行
短信、电话回访，为车驾管业务工
作质量、服务态度、执法规范化等
方面进行满意度测评；多媒体互
动交流承担着淄博车管微博、微
信、QQ群等多个开放性平台等职
责。

淄博首个“无人自助车管所”启用，真正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办理交管业务，节假日也畅通无阻

本报讯 近日，淄博信息工
程学校人物形象专业首个韩国
游学团平安归来，实现了该校办
学历史上的首次跨国交流。

为期六天的游学活动，让人
物形象专业的学生们走出国门，

了解了韩国大邱保健学院的课
程设置、办学思路、就业方向，接
触到了世界最前沿的形象设计
理念，极大地开拓了同学们的视
野。

(刘恩广)

淄博信息工程学校：

开展赴韩国游学活动

青岛市开发区恒大金沙滩
业主高玉美发票和认购书丢失，
分别为：5-917，认购书编号：
0008531，第一次交款时间：2018

-4-6，发票编号：02549901，金
额：123214元；5-904，认购书编
号：0008532，第一次交款时间：
2 0 1 8 - 4 - 6 ，发 票 编 号 ：
02549903，金额：134526元。特此
公告。

挂 失

为提高师生应急逃生自救能
力，日前，高青三中开展了公寓火
灾应急疏散安全演练活动。提升了
学校公寓火灾疏散演练的组织和
管理水平，强化了师生的安全意识
和火灾紧急避险能力，为创建平安
校园提供了有力保障。 (樊武田)

高青三中：

开展火灾应急疏散演练

尊老敬老见行动 为弘扬中
华民族尊老、敬老传统美德。近日，
沂源县张家坡中心学校组织学生
到镇敬老院参加劳动，培养学生知
恩、感恩、报恩的意识。 (任晓寒)

环保制作活动 为培养学生
的环保意识，提高学生动手操作
能力，近日，沂源县悦庄镇东赵庄
完小开展了“心灵手巧，变废为
宝”的环保制作活动。 (董宁宁)

在“国家宪法日”之际，为弘
扬宪法精神，培育法治观念，厚
植爱国主义情怀，傅家实验小学
各中队开展了《弘扬宪法精神，
争做法治小主人》主题教育活
动。进一步增强了队员们的法治
意识和法治观念。(王佳佳 王超)

张店区傅家实验小学：

开展宪法日教育活动

师徒”结对 近日，沂源县悦
庄镇中心小学组织新、老教师结
对仪式，划分“师、徒”责任，并签
订工作协议，促进了青年教师专
业成长。 (陈志先 梁海亮)

大队委竞选 为增强少先队
员的参与意识、民主意识、竞争意
识，日前，沂源县大张庄镇中心小
学举行大队委竞选活动。

（唐家帅）

近日，木李学区新徐小
学开展阳光体育冬季长跑活
动。该活动的开展，不仅让孩
子们得到了锻炼，更重要的
是培养了他们体育锻炼的兴
趣和习惯 ,有利孩子们的健康
成长。 (董守祥 )

高青县木李学区新徐小学：

开展冬季阳光长跑活动

携手共育 为加强家校沟
通，促进家校共育，进一步提高
学生的思想和学业水平，日前，
沂源县南麻中心小学召开了家
长会。 (徐纪梅)

图书漂流享悦读 近日，沂
源县东里镇河南小学倡导“图书
漂流”活动。让孩子们把读过的好
书拿到学校，放进“漂流图书苑”，
相互交流、欣赏。 (耿文香)

为增强学校、教师与家长之间
的沟通交流，共同促进孩子健康成
长，完善学校管理，近日，张店区第
二中学举行了以“走进学校，参与
管理；走进教室，关注教育；走进孩
子，促进成长”为主题的家长进校
园活动。 (卞迎春 张继丹)

张店区第二中学：

家长进校园携手促成长

落实精准扶贫 为严格落实国
家贫困生救助政策，切实做好贫困
生精准扶贫救助工作。近日，沂源县
大张庄中学开展了下村调查贫困生
家庭状况活动。 (祝丰元 公茂顺)

爱心图书角 为提高学生的
文化修养，提升学校的文化内涵，
促进学校文化建设。近日，沂源四
中组织全校40个班级建立“爱心
图书角”。 （刘士春）

教师技能比武 为促进教
师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共同提
高 ,近日，沂源县鲁村镇中心小
学组织了青年教师技能比武活
动。 (董昌水)

重视冬季跑操训练 近日，
沂源县河湖中学下发关于全校冬
季跑操比赛的通知。各班利用体
育课展开训练，由体育老师专门
指导，班主任全程跟踪。(齐元诗)

阅读节启动 为激发幼儿的
阅读兴趣，近日，沂源县第二实验
幼儿园举行第七届“书香润童年

阅读伴成长”阅读节颁奖暨第
八届阅读节启动仪式。 (杨子会)

文艺演出活动 为培养学生
审美情趣，提高艺术素养，推进学
校艺术教育特色发展，近日，沂源
四中举行“劲歌曼舞 飞扬青春”
演出活动。（刘士春 翟乃文）

爱国精神教育 为加强对同
学们爱国精神的教育，近日，沂
源县东高庄小学组织了“学习
岳飞精神，弘扬家国情怀”手抄
报比赛。 (王晓莉)

体验劳动 学会感恩 日
前，沂源县张家坡镇中心幼儿园
为了让孩子们学会感恩，开展了
以《体验劳动，学会感恩》为主题
的教育活动。 (任晓寒 李清娥)

党史国史教育活动 近日，
沂源县委党史研究中心走进南麻
北刘庄小学，举行“党史国史进校
园”主题教育活动。 (孙庆梅)

张店区齐德学校：

开展“用餐 光盘”活动

为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
传统美德，引导学生将节约粮食、
节能环保的理念落实到平时的餐
桌上，使节俭观念入脑入心，营造
争当“光盘一族”光荣，近日，齐德
学校开展“节约用餐 光盘有我”
活动。 (王灵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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