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12月18日 星期三 编辑：李璇 组版：郑文

B03新闻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城事

本报聊城12月17日讯(记者
王成) 12日上午，聊城市人民政
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
会上聊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县
级干部冯贺成介绍了聊城市整治
食品安全问题联合行动情况。

据介绍，聊城市市场监管局、
市公安局、市教育和体育局、市农
业农村局等部门，聚焦食品生产经
营环节违法违规行动、保健食品虚
假宣传、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农
产品质量安全、网络餐饮服务食品

安全等方面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
问题，周密部署、上下联运，创新举
措、综合施策，压实责任、全面推
进，多方面取得明显成效。

11月20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局、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在聊城市
组织开展了集中销毁假冒伪劣食
品活动。全市共销毁242件、3 . 6吨
假冒伪劣产品，涉案金额达8 . 41
万元。

在保健食品行业专项清理行
动中，全市规范保健食品标签标

识生产经营单位1343家，整改8
家；整治虚假违法保健食品广告
1016家次，整改10家；整治保健食
品虚假宣传957家，整改2家，取缔
1家、查处1家；严厉打击保健食品
非法添加等违法犯罪716起次，查
处保健食品非法添加经营单位1
家，罚款4550元；严厉打击传销和
非法直销745家次。

全市共取缔31家违法违规主
体，其中31家无证经营厂家，2家
食品加工小作坊。

市县两级严惩违法犯罪分子
244人，刑事处罚19人，行政处罚
225人，对食品及农产品违法行为
形成有效震慑。围绕食品安全问
题专项整治和公安系统开展的

“昆仑”行动，严厉打击食品领域
违法犯罪行为，其中，公安机关破
获食品类刑事案件27起，抓获犯
罪嫌疑人30人，打掉犯罪团伙8
个，捣毁犯罪窝点10个，涉案价值
400余万元；市场监管部门查办食
品违法案件346件，罚没款215 . 34

万元，责令停产停业14户，取缔无
证经营业户7家；农业农村部门立
案调查违规经营限制使用农药案
件(超范围经营农药)5起，结案1
起，罚没款5310元；立案查处农药
案件30起，结案25起，罚没款10万
余元。

对食品监督抽检不合格结果
和食品违法案例进行了集中曝
光，市县两级曝光98件典型案例，
进一步了营造食品安全违法犯罪

“零容忍”的社会氛围。

聊城整治食品安全问题联合行动成效明显

244人因食品违法犯罪被严惩

东昌府区张炉集镇中心
小学充分发挥校园文化的熏
陶作用，运用生动活泼的形式
进行以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为导向，以建设优良校
风、教风、学风为核心，以优

化、美化校园环境为重点，建
设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体现社会主义文化特点、
时代特征和学校特色的校园
文化，把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
活动作为进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教育的有效载体。根
据小学生特点，科学设计与安
排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既突
出核心价值观，又体现趣味
性，寓教于乐。

(王焕亮)

东昌府区张炉集镇中心小学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校

一个班级的文化环境对
于学生的熏陶是潜移默化的。
在班级文化建设活动中去塑
造、锻炼学生，张炉集镇中心
小学领导班子引领全体教师
抓班级文化建设。

教室文化建设就是让教
室的每个角落、每个墙面都
能说话，都能微笑，都能育
人，催人进步，让整个教室充
满文化气息。这就是学生小
小的幸福之家。在这里，每一

位小天使都能健康快乐的成
长。张炉集镇全体教师愿意
和可爱的小天使们一起翱翔
在知识的海洋中，与他们同
欢乐、同成长。

(王焕亮)

东昌府区张炉集镇中心小学提高班级文化建设

12月13日，茌平区区委书
记郭飞到杨官屯乡、洪屯镇、
贾寨镇走访慰问困难群众。郭
飞一行先后来到杨官屯乡邓
庄村、大冯村等亲切慰问困难
群众。并送上油和大米等生活

用品，鼓励他们要坚定信心，
树立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决心，
力争早日走出困境，过上幸福
生活。

郭飞强调，关心帮扶困
难群众是党委政府义不容

辞的责任，镇村干部要把工
作 做 得 更 细 一 些 、更 实 一
些，切实帮助困难群众解决
实际困难，努力让所有困难
群众真正脱贫，过上幸福生
活。

茌平区委书记郭飞：让所有困难群众真正脱贫

茌平区委宣传部常务副
部长孙洪锋同志带队开展走
访贫困户活动，深入杜郎口
镇北街村、东街村四户贫困
户家中走访慰问，鼓励他们
要保持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和战胜贫困的信心勇气，并
为送上食用油、大米、面粉等
慰问品。

宣传部全体成员积极参
与“献爱心、送温暖”捐赠活
动，捐赠衣物40件，由宣传部

办公室统一送往爱心众筹平
台。下一步，宣传部将认真抓
好扶贫工作相关责任，不断加
大宣传报道和文明创建工作
力度，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提
供有力支持。

茌平区委宣传部认真抓好扶贫工作

12月13日、14日，博平镇连
续两天召开“博平镇扶贫帮包
人调度会”，镇长何宁对帮扶贫
困户照片进行点评指导，要求
全体帮扶责任人持续走访贫困

户，切实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
生产生活情况等，核查贫困户
各项帮扶政策是否落实到位。
全镇扶贫帮包人100余人参加
会议。会后，全体帮包人纷纷入

村走访贫困户，详细写好走访
日志，积极宣讲扶贫政策等，助
力脱贫攻坚，确保以良好的成
绩通过年终的扶贫考核验收，
完成好今年的脱贫攻坚任务。

茌平区博平镇确保通过扶贫考核验收

参与脱贫攻坚是社会组
织的重要责任，也是社会组织
发展壮大的现实途径。区民政
局在引导和动员社会组织参
与脱贫攻坚工作中，强化责任

担当，细化工作举措，注重形
成合力，阶段性成效明显。一
是开展志愿服务扶贫。二是实
施教育扶贫。三是推动产业扶
贫。四是畅通金融扶贫。茌平

区积极行动，主动作为，想办
法、出实招，部分社会组织积
极参与脱贫攻坚，激发活力，
形成合力，力求实效，促使该
区扶贫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茌平区民政局：引导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

茌平区司法局扎实推进法
治扶贫，结合“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提高政治站
位，高度重视法治扶贫工作，为
全县脱贫攻坚工作扎实推进提

供有力法治保障，组织司法所
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贫困
户家中，为贫困户提供法律服
务，积极参与组织“献爱心、送
温暖”捐赠活动，到贫困户家中

开展普法宣传，提供法律援助，
普及各级惠农、扶贫政策，及时
有效将各种矛盾纠纷化解在萌
芽状态，化解在基层，为贫困户
脱贫解除法律问题的困扰。

茌平区司法局高度重视法治扶贫工作

为做好脱贫攻坚迎检工
作，大力促进精准扶贫工作
水平，洪官屯镇高度重视，
迅速安排部署，采取有力措
施，1 2月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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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帮扶责任人深入到各自帮
扶的贫困户家中，严格按照
检查标准进行自查，对于走

访中发现的问题坚持立整立
改。通过“大走访”活动，各帮
扶责任人进一步摸清了贫困
户收入并完善了帮扶措施，
真正做到了为贫困户办实
事、解难题。

茌平区洪官屯镇大走访做好扶贫迎检工作

近日，为扎实做好第三方
评估迎检备检工作，进一步夯
实全乡精准扶贫工作基础，确
保精准扶贫各项工作万无一
失，杨屯乡组建工作队伍，对全

乡进行“拉网过筛”式的逐村开
展精准扶贫工作“回头看”。

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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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茌平区杨屯乡扎实开展精准扶贫工作回头看

《小学数学课程标准》提出：
“学生是数学学习的主人，教师是
数学学习的组织者、引导者与合作
者”。小组合作学习是风貌街小学
课程改革所要倡导的一种重要学
习方式。该校宋昌伟校长说：“一个
班就是一辆车，教师只是司机，孩

子才是核心——— 发动机。”该校坚
持以学生为本的数学文化课堂探
究，先做后学，不教而教，以学定
教，学为主线，同伴助学，学练融
合，从而激发学习，这些新的教学
方式在课堂上得到充分应用。

(东昌府区风貌街小学 申子芝)

课堂展风采 教研促成长

近日，北城街道扶贫办针对上
周因公未参加培训的帮包干部，召
开《到户帮扶手册》培训会，会上相
关负责人对扶贫检查未在家的贫
困户帮扶手册做了重点强调，内容
除了基本信息的填写外，着重要求

帮包干部把贫困户有无住院，有没
有达到办理慢性病的条件作为这
次培训的重要内容。虽然贫困户不
在家，但帮包干部同样负责的完善
材料，不明白的在会上共同交流，
共同商讨。

聊城开发区北城：到户帮扶工作手册在核对

近日，为了进一步确保做好脱贫
攻坚工作，北城开展精准扶贫“回头
看”复查工作。北城帮包干部来到贫
困户家中，慰问贫困户并对贫困户资
料信息进行再核实。在检查过程中对

反馈的问题积极整改落实，补齐工作
短板，提升脱贫攻坚工作成效。通过
复查工作，找到了自身的不足，进一
步完善了工作方式方法，为打赢脱贫
攻坚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聊城开发区北城：开展精准扶贫“回头看”复查工作

“这么冷的天，你们还给我们
送来了棉衣、棉裤，真的感谢你们，
感谢咱党和政府对我们的关心。”
北城邱张村贫困户韩连英高兴的
说。寒冬到来，温度骤降，为了让贫
困户温暖过冬，北城为贫困户送去

过冬棉衣、棉裤，从解决贫困户最
关心、最直接的实际问题做起，扶
真贫、真扶贫扶到贫困户的心坎
上，使他们真正感受到党和政府的
关心，把脱贫攻坚工作落实到细微
之处。

聊城开发区北城：入户走访暖人心

近日，北城帮包干部高凤云到
王楼村看望了出院贫困户王桂吉，
详细询问贫困户的病情和身体恢
复状况并讲解党和扶贫的好政策，

嘱咐其好好养病，若需要什么帮助
可以电话联系。“感谢党和政府的
好政策，现在我们住院都不怎么花
钱。”贫困户激动地的说。

聊城开发区北城：看望出院贫困户浓浓情意暖人心

“感谢领导怎么冷的天，还过来
看俺，给俺送来电热毯。”河洼刘贫
困户刘继尧说道。天虽然是冷的，但
人心是暖的，入冬以来，帮包干部环
卫所桑主任在走访贫困户时发现贫
困户家中取暖设施简单，马上给贫

困户送来了电热毯，给贫困户家中
增加了很多暖意。贫困户满意的笑容
就是对扶贫工作最大的支持，在下一
步的工作中，要把贫困户的实际困难
放到首要位置，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
贫困户解决问题。

聊城开发区北城“暖冬行动”进行时

“俺今年分红17000多元，加上
低保金5000多元，我自己要照顾整
个家庭，还有一个上大学的孩子，
多亏了政府的关心和照顾。”秦庄
村贫困户潘女士领到分红后开心
地说。这是秦庄村实行分红脱贫
的真实写照。北城街道坚持把产

业扶贫作为脱贫攻坚的核心，充
分利用群众多年种植蔬菜大棚的
经验和技术，通过土地流转的方
式，借助上级扶贫资金，投资建设
高标准冬暖式大棚，发展乡村旅
游项目，收益全部用于贫困户的
分配。

聊城开发区北城扶贫户喜领分红暖人心

12月11日下午，诸城市大
舜公益组织服务中心志愿者
一行8人，在临清市扶贫办行
业社会科主任张庆同、青年路
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齐观达和
古城社区书记等陪同下，到青

年办事处东十长屯居，对五户
建档立卡的贫困户进行走访
慰问。

每到一户，大舜公益组织
的领导都与贫困户面对面交
谈，心贴心交流，详细了解他

们的家庭情况，身体状况，生
活开支等情况，认真听取贫困
户的心声。并为每户贫困户带
去米、油、面、棉衣、棉被等生
活用品。

(李红艳)

走访慰问送温暖，精准扶贫暖人心

12月12日上午，临清青年办事
处科技扶贫队伍一行五人，带着小
麦冬季管理技术和冬季病虫害防
治措施宣传单和培训资料，分别到
青年办事处3个省定贫困村和2个
贫困重点村进行科技指导，每到一
个村，为他们发放冬季小麦管理技

术和病虫害在防治措施，深入田间
地头，为老百姓做技术指导，深受
老百姓欢迎。

科技扶贫是提升造血功能的有
效途径，青年办事处积极开展科技扶
贫工作，帮扶贫困群众靠知识改变命
运，用科技创造美好生活。 (李红艳)

精准扶贫，科技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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