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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冬日里的暖阳
脱贫攻坚路上的践行者

本报讯 最近，一封来自源泉
镇北崮山村贫困户的感谢信送到
了博山区疾控中心。中心与源泉镇
北崮山村、岱庄西村贫困户实现了
结对帮扶，每人都在做好本职工作
的同时，用真心实意真帮实扶，奋
斗在脱贫攻坚第一线。(陈绪华)

临淄惠民治安险
为居民安全撑起“保护伞”

本报讯 自2012年，临淄范围
内的居民，以镇、街道为投保主体，
按照每户10元的标准为辖区居民
进行了保费缴纳，为居民人身财产
安全撑起“保护伞”。有效防止群众
因灾致贫现象，取得了“群众花小
钱享受大保障”的效果。(韩小丽)

爱心服务队
为贫困群众服务

本报讯 日前，临淄区稷下街
道在日常的入户工作中，发现建档
立卡贫困户在个人卫生及精神生
活方面还有欠缺，为了更好的服务
辖区困难群体，稷下街道计划成立
爱心服务志愿服务队，专门为辖区
困难群体服务。 (韩小丽)

小蜜薯甜到
贫困群众心坎儿里

本报讯 沂源县鲁村镇在后
坡村、张家石沟村的带动下，2019
年新增蜜薯种植面积800余亩，产
业发展带来贫困户增收上的保障，
而后坡村，通过土地流转，盘活了
闲置资源，全村16户贫困户，全部
参与产业发展。(唐宁宁 张海峰)

临淄区残联采取措施
助力残疾人就业创业

本报讯 2019年，临淄抓好教
育就业和扶贫工作。目前，全区有
残疾人福利企业6家，集中安置残
疾人就业176人。大力推行残疾人
按比例就业政策，并以收缴残疾人
就业保障金为辅助手段，目前，共
安排残疾人就业150名。(韩小丽)

健全社会救助体系
建设夯实民生保障

本报讯 临淄区民政工作以
有效加大社会救助和兜底脱贫工
作力度，积极推广“情暖万家·掌
上救助”信息化管理平台，巩固

“救急难”试点经验成果,全面落
实低保、五保、临时救助等各项保
障政策。 (韩小丽)

“扶贫特惠保”给贫困户
撑起一把“保护伞”

本报讯 近年来，周村区青年
路街道实施“扶贫特惠保”，该政策
具有保费低、保额高、保障全等特
点，保险对象为所有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发生意外
伤害和大病住院等，均可申请保险
补偿，为贫困户节省花销。(崔雪)

送技下乡
提升贫困妇女就业技能

本报讯 近日，沂源县南麻街
道第二期孕婴护理培训北刘家庄
班结业了。该街道妇联也将继续通
过送技能下乡，增强农村妇女特
别是贫困妇女的就业技能，提供
就业机会，真正做到助力妇女实
现创业增收。(唐宁宁 王相钢)

招聘15名优秀
残疾人专职干事

本报讯 今年以来，临淄区对
残疾人从事个体创业给予资金扶
持、税费减免、信息扶持、场地优先
等优惠。积极争取政府公益性岗位
优先安排残疾人就业。利用残疾人
就业信息网，为残疾人就业提供
一个运行可靠的平台。(韩小丽)

临淄区红十字会
“三救三献”履职尽责

本报讯 临淄区红十字会自
独立建制以来，大力弘扬“人道、
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在灾
害应急救援、贫困弱势群体帮扶、
人道主义救助等方面，为需要帮
助的人民群众做了许多实事、好
事。 (韩小丽)

“果乡志愿服务队”
情暖贫困群众

本报讯 近日，沂源县中庄镇
市、县派第一书记暨果乡志愿服
务队在苗家河西村文化广场组
织开展扶贫志愿服务活动。

此次活动得到了贫困群众
一致好评。

(唐宁宁 张峰)

临淄区做好义务教育
控辍保学工作

本报讯 2019年，临淄区加
大保障力度,坚持把教育扶贫摆
在教育资源配置的战略优先地
位，以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子女入
学、资助为重点，扎实做好义务教
育控辍保学工作。

(韩小丽)

依托志愿服务活动
精准对接贫困群众需求

本报讯 近年来，临淄区充分
发挥党员在志愿服务中的带头和
示范作用，精准对接贫困群众各类
生活需求，全区各类志愿服务者达
到9 . 1万人。临淄区“文明实践云”
实现了志愿服务网上发起等功能，
通过网络解答各种诉求。(韩小丽)

临淄区“宪法赶大集”
普法接地气

本报讯 为进一步弘扬宪法
精神，增强法治观念，提高群众宪
法意识和法治素养。近日，临淄区
司法局基层司法所利用大集日人
员密集的有利条件，组织开展“宪
法赶大集”活动。以法治力量强化
孝善扶贫保障。 (韩小丽)

“美家超市”
“美家”更“美心”

本报讯 为了进一步改善贫
困家庭环境卫生，深入推进环境卫
生综合整治工作。按照评比前几名
的得分进行积分换算，用赚得的积
分到“美家超市”兑换生活用品，增
强他们人居环境综合整治的积极
性，弘扬文明新风。 (唐宁宁)

本报讯 近年来，临淄区共
派驻四批44名第一村医进入村卫
生室进行医疗帮扶工作。在做好
基本医疗的同时，对重点人群和
困难户进行了走访、出诊。健康扶
贫工作落实“八个一”112人，健康
扶贫成效显著。 (韩小丽)

微志愿牵手微心愿
爱心屋搭建暖心桥

本报讯 2019年，临淄区齐陵
街道前期投入3万余元建立以街道
民政办公室为中心，以王齐村幸福
院为试点的“爱心小屋”服务平台，
建立多个“爱心小屋”。精准对接
贫困人口需求，捐赠衣物、鞋子等
生活用品500余件。 (韩小丽)

临淄区以人为本
开展“美在家庭”活动

本报讯 临淄区创新实施的
星级评定办法，以人为本制定评定
标准，既要将活动做实做细，又要
体现温情、凝聚人气。针对贫困户
等特殊群体分类实施，常态化开展
志愿帮扶，在润物无声中培养群众
主动创建的习惯和意识。(韩小丽)

加强农家书屋指导
助力文化扶贫

本报讯 近年来，沂源县把加
强农家书屋建设作为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的重要措施，不断加强
农家书屋业务指导，引导广大群
众走进农家书屋、投身到读书学
习中来，丰富群众业余文化生
活。 (唐宁宁 唐敬国)

临淄区培育壮大
社会扶贫

本报讯 近年来，临淄区通
过建平台、给政策、双引领，引导
扶持社会组织参与扶贫，将服务
下沉到贫困群众身边。临淄区辛
店街道建成“星之园”社会组织孵
化基地，是淄博市首家社会组织
服务基地。 (韩小丽)

临淄区借力“第一村医”

健康扶贫显成效

本报淄博12月17日讯(记者
马玉姝) 17日，记者从淄博市发
展改革委获悉，淄博市确定将华润
淄博万象汇商圈、尚美第三城、水
晶街等23个夜间经济街区列入首
批夜间经济试点街区。

据悉，首批23个夜间经济试点
街区分别是：张店区：华润淄博万
象汇商圈、尚美第三城、水晶街、
淄博王府井广场商圈、淄博印象
汇潮聚商业街、东坊文创园、陶乐
坊；淄川区：淄川吉祥路商业街、
淄川城里大街商业区；博山区：易
达广场、西冶街、三水源生态旅游

度假区；周村区：周村古商城、周村
东街(步行街)；临淄区：方正2009
特色购物街区、桓公路中段至大顺
路中段传统消费街区；桓台县：鸿
嘉·锦上商业街、885乐市商业区；
高青县：华盛商贸-王府井商业
街、高青经济园特色餐饮街区；沂
源县：鲁中义乌国际商贸城、西部
新城商业街；高新区：银泰城商业
区。

同时，根据区县后续提报和
领导小组考察的情况，市发改委
陆续公布第二批试点街区。

列入市夜间经济试点街区的

所在地区县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切
实加强对试点街区的分类指导，
积极协助街区管理主体，进一步
优化街区主题定位，尽快推进以
亮化提升、优化交通、完善配套为
主体的保障工作，坚持主打业态
鲜明、错位发展，突出一街区一特
色，引导街区通过试点推进，努力
培育一批特色鲜明、时尚消费活
跃、消费集聚效应显著、文化氛围
浓厚、品牌知名度较高的夜间经
济示范街区，为推动夜间经济繁
荣活跃，加快塑造内需驱动型经
济发展新优势。

23个街区“点亮”淄博夜间经济
首批涉及华润淄博万象汇商圈、尚美第三城等，第二批试点街区将陆续公布

本报讯 从一个穷村乱村、老
大难村，到一个远近闻名的富裕
村、和谐村，身为省、市人大代表、
村书记主任的陈丙福功不可没。

2000年陈丙福临危受命，被镇
党委任命为村党支部书记。面对班
子瘫软无力、党员神散形散的面貌
和现状，他迅速转变角色，自此，村
级工作开展有了“主心骨”。2014

年，村党支部牵头创办了金飞扬农
业专业合作社，组织村干部和党员
带头将自家土地流转给合作社。通
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全村201户村
民、80%的土地流转到合作社，高
标准建成了1000亩“沂源红”矮砧
苹果基地和300亩大榛子种植基
地。

陈丙福在“党支部+合作社+基

地+农户+扶贫”模式成功运营的基
础上，创新实行“土地流转租赁费+
社员年底分红+合作社打工工资”
的利益分配方式。按照这一方式，
村集体收入实现了0到30万元的突
破。始终心怀群众，从群众的角度
出发，为群众办实事难事，陈丙福
的正直和为人民服务的胸怀得到
了老百姓的尊重和赞誉。(周峰）

让村民“钱袋子”鼓起来，沂源县南鲁山镇陈丙福：

做活“土地”文章，发展现代农业

本报淄博12月17日讯(记者
马玉姝 通讯员 蒋哲) 近

日，青岛铁路公安处淄博北站派
出所成功侦破了一宗火车票代
售点利用售票系统漏洞为失信
人员购买高铁车票的案件。

据悉，淄博北站派出所民警
通过票源调查，发现名叫李某的
失信人员持有G224次淄博北到
上海虹桥的车票从淄博北站乘
车。经查，李某并非军人，且系限
制高消费失信人员。经过初步调

查掌握的线索，走访了为李某出
售车票的售票点，售票点经理如
实交代了给失信人员违规售票
的事实。淄博北站派出所根据线
索分析对辖区内代售点进行了
走访调查，发现6处代售点存在
违规售票的情况。经查，2018年6
月至今，该6个代售点工作人员
利用铁路售票系统漏洞，共协助
63名限制高消费失信人员违规
购票569张，目前，该6个代售点
已被铁路部门关停。

违规售卖火车票

六处售票点被查

翰墨情缘迎新春书法展开幕

本报讯 近日，“翰墨情缘迎
新春书法展”在淄博市老年活动
中心隆重开幕，百余名书法爱好
者前来参加。

本次活动由淄博市农民书画
美术研究会主办，展出了来自著
名书法家常明工作室26名主创人
员的150余幅书法作品，展期12月

16日至22日。其作品主题鲜明，内
容丰富，形式多样，风格迥异。既
有恣情挥毫的草书，也有行云流
水的行书，娟秀工整的楷书，更有
拙朴厚重的隶书，线质匀净圆转
的篆书。书展为广大市民朋友呈
上一场感受文化艺术熏陶的节日
盛宴。为新春增色、为新年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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