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2 新闻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2019年12月18日 星期三 编辑：李璇 组版：郑文

城事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
提高，垃圾产生量日益增
长，为了让人们了解到垃
圾分类的好处，认识家庭
厨余垃圾的利用价值，聊
城大学青年化学社于12

月7日在聊城市马庙新村
举办“TOTO水环境———
环保酵素的制作”活动。
活动激起了居民参加环
境保护的兴趣，使他们真
正感受到垃圾“变废为
宝”的价值所在。让他们
愿意用实际行动去落实
环保工作，为环境保护贡
献一份力量。希望通过活
动，能够呼呼更多的人加
入到环保队伍中，携手共
创绿色家园！

(尹璐瑶 高靓)

保保护护环环境境

为了进一步的了解
校园周边环境污染情况，
提高居民垃圾分类和环
境保护意识，聊城大学化
学化工学院青年化学社
于11月28日在聊城大学
周边河道开展“实地考察
垃圾分类和环境污染状
况”调查活动。志愿者们
对湖边市民进行问卷调
查，了解当今市民对于垃
圾分类和环境污染的看
法，志愿者也向市民们讲
解有关的环保政策，得到
了市民们的赞扬。此次活
动，不仅加强了居民对于
垃圾分类的认识度，而且
对他们的行动落实起到
了一定的号召力。

(高靓)

保保护护身身边边环环境境

11月28日，聊城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志
愿者走进东昌府区翰林
苑幼儿园举办“感受电视
发展历程，品味现代生活
变迁”主题活动。在向孩
子们讲解完目前电视使
用情况后，志愿者利用制
作的各时期电视机模型
向孩子们介绍电视发展
历程并通过趣味问答的
方式加深孩子们对电视
科学的了解。本次活动不
仅使孩子们明白了电视
机的发明与发展，感悟时
代变迁，更进一步提高了
孩子们对科学技术的兴
趣，增加对未来科技的憧
憬与向往。

(通讯员 王晗晴)

感感受受电电视视发发展展历历程程

为增加大家垃圾分
类知识与环保意识，12月
7日，聊城大学青年化学
社在聊城市东昌府区举
办了“助力垃圾分类，共
创文明社区”活动。

志愿者们在前期做
好了充足的准备工作：系
统学习垃圾分类及环保
知识；进行宣讲培训，确保
每个志愿者都能熟练准确
地宣讲等。志愿者向市民
们讲解有关环保政策以及
落实行动的相应措施，并
送给了他们具有纪念意义
的环保手提袋。此次活动
不仅宣传了垃圾分类与环
保知识，而且提高了居民
们的环保意识。

(陈爽)

共共创创文文明明社社区区

为了更好地了解市
民们垃圾分类的情况，让
市民积极参与到垃圾分
类中来，聊城大学青年化
学社于12月7日在马庙新
村进行了“关于垃圾分类
的入户调查”活动。活动
中，志愿者们入户上门宣
传，面对面交流让市民掌
握垃圾分类方法，同时还
开展垃圾分类问卷调查，
不少居民对垃圾分类提
出了自己看法。通过本次
问卷调查，有利于调动市
民参与垃圾分类热情，引
导市民循序渐进提高垃
圾分类的自觉性和积极
性，增强环保和卫生意
识。

(王鹏鹏 尹璐瑶)

垃垃圾圾分分类类入入户户调调查查

为宣传泥塑文化，弘
扬传统民间手工艺，11月
27日，聊城大学历史文化
与旅游学院志愿者来到
东昌府区翰林苑幼儿园
举办“博览千年精髓，

‘塑’造文化之魂”主题活
动。志愿者们拿出泥塑模
型向孩子们讲解泥塑起
源、发展与地区代表等知
识，为孩子们打开泥塑世
界的新大门。又陪同孩子
们用粘土制作形象各异
的物件，让孩子们对泥塑
文化有了更加深刻的印
象。活动加强了孩子们对
泥塑文化的了解，有利于
促进中华传统文化的传
播。

(通讯员 王晗晴)

了了解解泥泥塑塑文文化化

为了加强垃圾分类
回收意识，聊城大学化学
化工学院青年化学社于
11月21日在清华园辅导
班举办“垃圾分类一小
步，低碳生活一大步”活
动。志愿者以图片为主，
文字为辅的方式进行讲
解，并通过举手问答的方
式让孩子们对干垃圾、湿
垃圾、有害垃圾的分类标
准及对分类后垃圾的用
处有了初步认识。此次活
动不仅让孩子们认识了
垃圾分类的标志，初步学
会垃圾分类的方法，还认
识到垃圾分类的重要性，
培养了垃圾分类意识和
垃圾分类习惯。

(王鹏鹏)

学学习习垃垃圾圾分分类类

为丰富垃圾分类知
识，提高环保意识，聊城
大学青年化学社于11月7

日在金苹果幼儿园举办
了“学习分类知识，争做
垃圾分类小能手”活动。
活动中，分发卡纸制作成
手工垃圾桶和废品卡片，
通过将废品卡片投入垃
圾桶内，深化孩子们对垃
圾分类的理解与认识，让
孩子们在玩耍中收获垃
圾分类知识，培养环境保
护意识。此次活动，在孩
子们心中种下了垃圾分
类的种子，使孩子们对垃
圾分类与环保有了进一
步认识，营造了良好的垃
圾分类环境。

(陈爽)

争争做做垃垃圾圾分分类类小小能能手手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茌平
区振兴街道聚焦贫困户精神面
貌，引导贫困户养成好习惯，在
各贫困村开展“三有三净”回头
看活动，助力脱贫攻坚。

村两委干部和全体帮扶责
任人参与到贫困户家庭环境卫
生整治队伍中，尤其是对贫困
户家中卫生问题进行了地毯式
清理；贫困户积极打扫自家庭

院及门口堆放的垃圾，改善门
前屋后的卫生。“三有三净”活
动提高了贫困户生活信心，振
奋了精神面貌，也进一步增强
了他们脱贫的信心和决心。

茌平区振兴街道开展贫困户“三有三净”回头看

为进一步落实脱贫攻坚责
任制，近期以来，茌平区振兴街
道组织包村干部、村“两委”干
部扎实开展遍访贫困对象行
动，了解贫困群众的实情，掌握

他们的新需求和现实需要，及
时靠上解决，切实把温暖送进
贫困群众的心中。

振兴街道认真查验贫困群
众房屋安全、人口精准识别、医

疗保险和特殊群体救助政策、
心贴心、实打实做好群众工作，
坚决做到脱贫工作务实、脱贫
过程扎实、脱贫结果真实，促进
脱贫攻坚提质增效。

茌平区振兴街道扎实开展遍访贫困对象行动

茌平区文化和旅游局精准
扶贫帮扶组一行慰问了杜郎口
镇刘神村贫困群众，为他们送
上了面粉和食用油慰问物资，
带来了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

通过走访慰问贫困群众活动，
加强了帮扶单位和帮扶村贫困
群众的联系，推动了该局扶贫
工作的开展。

文化和旅游局精准扶贫帮

扶组开展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
扶贫攻坚工作，为帮扶村先后
配备了图书、书柜、桌椅和娱乐
器材，推动了为该区的扶贫攻
坚工作的开展。

茌平区文化和旅游局精准扶贫帮扶组开展慰问活动

茌平邮政公司结合结对村
实际，落实帮扶政策，扎扎实实
推进了扶贫工作，发挥村邮平
台优势，在解决邮政普遍服务
的同时，为提升农村生活品质，

提高农民收入发挥了用心的作
用。

利用农村电商综合服务平
台，整合各方资源，提供线上线
下“一条龙”服务。各农村网点

经理主动与区公司邮储银行信
贷客户经理对接，为贫困户争
取贷款搭桥铺路。持续推进助
农取款点建设，为特殊贫困户
取款提供了便利。

茌平邮政公司扎实推进扶贫工作

在扶贫工作中，杜郎口镇
不断强化帮扶意识，拓宽帮扶
思路，组织帮扶责任人入户走
访座谈，广泛宣传政策，积极落
实帮扶项目、解决贫困群众实

际困难。精准扶贫贵在“精准”，
组织108名帮扶责任人和49名扶
贫专干，今年9月份以来，该镇
已组织开展扶贫政策培训7次。

扶贫先扶志。该镇注重对

贫困户的心理疏导，进行精神
扶贫，达到让贫困户重拾生活
信心的目的。目前，全镇236户、
378人贫困户全部实现脱贫。

(刘楠楠)

茌平区杜郎口镇不断拓宽帮扶思路

茌平区本着“全方位、广层
次、一个不落”的理念，先后投
入3115万元财政资金，从生活
补贴、学杂费免除、助学贷款
等5个方面下大力气做好教育

扶贫工作，惠及全区1 . 5万贫困
学生。据统计，今年以来，该区
为3063名贫困家庭寄宿生发放
生活补助费190余万元，为430
名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普通高

中学生免除学杂费30余万元，
并发放国家助学金 1 4 4余万
元，全区近6000名义务教育阶
段中小学学生享受乘车费用
补助。

茌平区：大力做好教育扶贫工作

为进一步夯实全镇精准扶贫
工作基础，确保精准扶贫各项工作
万无一失，洪屯镇组建工作队伍，
对全镇进行“拉网过筛”式的逐村
开展精准扶贫工作“回头看”。

工作组对每个村都细致地对

“一户一策”、扶贫手册等资料进行
复核，严格比对各项数据，确保资
料的准确、真实。同时，严格按照验
收标准要求，对各村贫困户住房、
饮水、产业、教育、健康扶贫等各项
政策落实情况进行逐一核查。

茌平区洪屯镇夯实精准扶贫工作基础

茌平区科技局党组高度重视
精准扶贫工作，组建科技扶贫服务
队2支，实现扶贫工作重点村科技特
派员覆盖率100%。今年以来，理论和
业务学习、培训累计30余次，综合采
用集中理论学习、观看教育片、交流

心得体会、到红色教育基地现场学
习等多种学习方式，提高了学习教
育成效。同时严格执行组织纪律和
组织制度，优化组织建设，形成了抓
学习、抓工作、抓服务、抓作风的思
想行动自觉和强大合力。

茌平区科技局组建科技扶贫服务队

温陈街道对照“两不愁、三保
障”情况，认真查验贫困群众房屋
安全、人口精准识别、医疗保险和
特殊群体救助政策、产业帮扶项目
落实情况，排查贫困群众在生产生
活方面存在的实际困难，认真解决

好他们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
问题和最急迫的实际问题，心贴心、
实打实做好群众工作，坚决做到脱
贫工作务实、脱贫过程扎实、脱贫结
果真实，促进脱贫攻坚提质增效，切
实把温暖送进贫困群众的心中。

茌平区温陈街道进一步落实脱贫攻坚责任制

“老张，这个胡同刚打扫干净，
不要将垃圾随便倒在路上了，不然
我们可要按照村规民约进行处罚
了，下次千万要注意呀！”北城周
堂村保洁员李大爷一边打扫着全
村角角落落的卫生，一边叮嘱村民

注意保持卫生整洁。周堂村的贫困
户通过公益岗谋取了一份新工作。

“这份工作很轻松，工资有保障，
我很喜欢，感谢政府给我找到了

‘饭碗’。”邱张村邻里互助韩秋菊
说。

聊城开发区北城扶贫就业送到家门口

今 年 以 来 ，北 城 持 续 推 行
“家庭医生”扶贫政策，提高贫困
户享受的医疗、保健、预防、康复
和健康指导等卫生服务水平。根
据不同年龄段、不同患病种类制
定详细可行的服务项目，真正做

到了有小病的贫困户可以早发
现、早诊断，有大病、突发疾病的
贫困户可以在帮助下联系上级
转诊医院、对接专家，确保了贫
困户享受到细致、贴心的家庭医
生服务。

聊城开发区北城打造“家庭医生”扶贫品牌

寒冬已至，近日来温度下降，
北城时刻将贫困户的生活状况记
挂在心，落实在人。扶贫办工作人
员和驻村队员积极走访，深入贫困
户的家里，检查、增设取暖设施。群

众利益无小事，为民办实事深入人
心。北城扶贫办工作人员和驻村干
部，书记，在脱贫摘帽阵地上勇担
使命，用艰辛和汗水书写着精准扶
贫的答卷。

聊城开发区北城暖冬行动在路上

今年以来，北城加强政策宣
传，助力残疾人办理残疾证。积极
争取好政策，为残疾人送温暖，在
北城干部的努力和争取下，为辖区

内残疾人发放轮椅8辆，洗浴坐便
两用椅18辆，震动闹钟4件，GPRS定
位呼叫手环5件，电源保护插套7
件，沐浴椅7件，四爪拐1副。

聊城开发区北城助力残疾人脱贫不掉队

为保障区内贫困户过一个安
全的暖冬，开发区经贸局认真落实
一氧化碳中毒防范宣传工作。督促
各乡镇办事处将印刷的“居民防范
一氧化碳中毒明白纸”迅速发到每

村每户，并组织扶贫专干和帮包干
部进村入户宣传，注意取暖安全。
同时，宣传车到村连续宣传，村大
喇叭也加大宣传力度，保障广大群
众冬季取暖安全。

聊城开发区做好贫困群众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宣传

2019年，开发区农办对全区
1 2 4个村庄及其庭院进行绿化提
升，对上报的庭院绿化户分发了
绿化苗木，并且做好了绿化管理
台账，明确了各村绿化管理责任
人 ，确 保 苗 木 成 活 率 及 绿 化 效

果。同时，农办立足林业行业扶
贫职责，重点突出省定贫困村及
贫困户庭院绿化，对苗木规格、
数量做到重点分配，既美化了贫
困村庄又提升了贫困户的生活
环境。

聊城开发区行业扶贫推进村庄绿化提升

2019年11月，按照市林业行
业扶贫重点推进工作会议有关
要求，结合全区实际，开发区农
办委托第三方对全区5个林业行
业扶贫村贫困户贫困人口建档
立卡基础信息进行摸底调查。针

对涉及林业行业扶贫帮扶的贫
困户，重点核实其信息，让其更
加清楚了解自己应享受的林业
扶贫政策。通过落实林业行业扶
贫，有力助推了扶贫脱贫攻坚工
作。

聊城开发区落实林业行业扶贫责任

近日，物流园区专门安排扶贫
干部对辖区内帮包干部的扶贫日
志记录和到户帮扶手册填写情况
进行检查，查缺补漏，并将检查情

况通报给帮包干部，督促帮包干部
立即整改，杜绝类似问题发生。同
时，与其谈心，详细讲解扶贫政策，
了解生活情况和身体情况。

聊城开发区物流园区走访辖区贫困群众

为进一步确保扶贫工作有序
开展，近期开发区开展精准扶贫自
查自纠行动。走访人员户户必到，
认真填写入户调查表，对贫困户住
房、饮水是否存在问题、扶贫资料
是否到位、数据是否真实、贫困户

生活环境是否干净等几大方面进
行了摸底调查，当天进行反馈，由
乡镇(街道)扶贫办和社区两级进行
限时整改。经过自查，全区脱贫质
量得到进一步提升，入户问题越来
越少。

聊城开发区扶贫自查显成效

挂失声明
聊城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济聊馆高速公路大队开户许可证

不 慎 丢 失 ，开 户 行 ：农 行 聊 城 市 东 昌 府 区 湖 西 支 行 ，帐 号 ：
15811701040007645，户名：聊城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济聊馆高速
公路大队，开户许可证核准号丁4710001049503，开户许可证编号
451002337398，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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