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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升贫困户生活
环境，茌平区持续开展“贫困户居住环境提
升”活动，帮助贫困户打造良好的生活居住
环境。部分贫困户存在家中卫生条件较差的
问题，容易滋生蝇虫，传播病菌。对此，各级
帮扶责任人亲力亲为，为贫困户发放床单、
桌布，帮助贫困户打扫庭院、整理房间、清洁
厨房等，并对贫困户家中物品进行统一摆放
和整理。针对部分贫困户房顶、墙皮污渍难
以清理的进行了统一吊顶和粉刷。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第二批主
题教育启动以来，国网冠县供电公司
严格按照统一部署和要求，快速行
动、全面部署，“四个坚持、四个确保”
扎实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

结合主题教育，开展党委理论中
心组集体学习6次，开展领导班子“提
高站位、担当作为”专项学习3次。该
公司党委书记带头讲授专题党课，班
子成员到分管领域或党建联系点讲
授专题党课6次。领导班子到鲁西北
旧址接受红色教育。创新党支部主题
教育“六个一”模式，各党支部通过

“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方式，进行
集中学习研讨108次。党支部书记轮
训实现100%，在聊城技师学院举办主
题教育培训班，45名支部委员脱产培
训。

公司领导班子成员采用“纸面

问、现场看、当面谈”等方式，深入8个
生产服务基层单位、走访了省定贫困
村，累计调研11人次，发放调查问卷
80余份，发现问题36项、提炼典型做
法12项，撰写调研报告6篇。开展对照
党章党规找差距专题学习，逐段逐句
学习党章、《准则》、《条例》等内容。召
开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专题会，领导
班子深入对照“18个是否”，逐条进行
检视、找差距，进一步增强了党章意
识、纪律意识和规矩意识。

围绕8个方面突出问题积极开展
专项整治工作，编制“边学边查边改”
问题清单，对突出问题始终紧抓不
放、一抓到底。坚持问题导向，把整治
整改贯穿全过程，以主题教育为契机
不断加强基层党建，推动中心工作细
化落实，进一步巩固成绩、补齐短板，
确保主题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许斌 杨丹)

国网冠县供电公司扎实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茌平区持续开展

贫困户居住环境提升活动

今年以来，开发区建立完善过暖冬过
好年长效机制，帮助贫困群众解决生活难
题，近期为600余户贫困群众安装了取暖碳
素板，让贫困群众过一个温暖的冬天。并在

“10·17”扶贫日期间，开展了系列扶贫公益
活动，营造了全社会支持参与脱贫攻坚的
浓厚氛围。

聊城开发区关心关爱贫困群众生活

近日，茌平区冯屯镇组织帮扶干部进
村入户，采取帮扶干部自查、管理区互查、
科级干部帮查等方式，反复核查，查漏补
缺，及时整改，巩固帮扶效果。据悉，该镇组
织全体帮扶责任人深入贫困户家中，以拉
家常的方式，面对面与贫困户谈心，结合贫
困户自身情况及意愿，细化帮扶措施，查找
帮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该镇将科级干部
分包到村，结合“两不愁三保障”逐户全面
核查，对查出的问题，建立整改台账，确保
每一个问题都整改到位。

茌平区冯屯镇

精准扶贫查漏补缺促整改

产业扶贫项目是实现贫困群众稳定脱
贫的根本保障，关系脱贫攻坚大局。茌平区
扶贫办加快推进项目普查工作，提高标准，
站在审计角度、按照审计标准对所有扶贫
项目进行“体检式”排查。从严从实抓好问
题整改，把项目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发
现、彻底解决，确保圆满通过省市考核和各
级审计。加大督查问责力度，把项目问题整
改情况作为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
整治的重点，确保全区规范产业项目集中
行动取得扎实成效。

茌平区扶贫办

积极做好产业扶贫项目

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
动，洪官屯镇青年团体与七彩年轮志
愿者共同开展12月份“金晖助老”爱
心志愿服务活动，为洪官屯镇5户贫
困孤寡老人送上御寒的棉被和一提

蛋糕，营造了助老爱老的良好氛围。
洪官屯镇团委副书记贾明宽介绍说，
洪官屯镇村两级干部组成了“金晖助
老”团队，走访慰问贫困户和孤寡老
人，及时了解他们的动态，解决他们
生活中遇到的难题。

茌平区洪官屯镇与七彩年轮开展金晖助老活动

12月17日，洪官屯镇召开“美丽
庭院”创建工作提升会，助力脱贫攻
坚。会议要求，要明确责任目标，充
分发挥好各村两委班子成员和妇联
执委的模范带头作用，对建成的示
范户进行再检查再督促，真正做到

“居室美、庭院美、厨厕美、家风美”，
切实提升创建水平。引导贫困人口
通过积极参与美丽庭院创建，养成
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提高生活质
量，争取在思想上和生活习惯上先
脱贫。

茌平区洪官屯镇召开美丽庭院工作提升会助力脱贫攻坚

茌平区胡屯镇多渠道了解民情
民意，多方法解决民忧民需，有效提
升了群众满意度。

“面对面”倾听民声。镇村干部每
周走访贫困户一次，建立民情台账。

“点对点”了解民需。帮包干部通过亲
情大走访，摸清贫困户家中基本情

况，“实打实”解决民忧。针对房屋漏
雨、门窗老旧等贫困户想解决而难以
解决的问题，由村委会出资出人工，
帮助贫困户及时修缮。“心贴心”凝聚
民意。有针对性地强化宣传教育，狠
抓扶志亦扶智工作。

茌平区胡屯镇多措并举做好扶贫工作

近日，茌平区贾寨镇召开脱贫攻
坚“找差距、抓落实”到户帮扶工作手
册填写工作培训会。会议传达了贾寨
镇脱贫攻坚找差距、抓落实的精神，
强调了扶贫手册填写工作完成的时
间节点，要求每位帮扶责任人高度重

视，要求利用一天时间下村核对贫困
户的各项信息。会后，全体帮扶责任
人带着高度的使命感以管区为单位
分开进行填写，先由包管区书记、管
区第一书记审核再由扶贫办专业人
员进行逐项审核之后过关。

茌平区贾寨镇召开帮扶手册填写工作培训会

今年以来，聊城开发区深入推
进抓党建促脱贫攻坚，加强农村
基层党组织带头人和党员队伍建
设，选好配强村党组织班子特别
是村党支部书记，充分发挥基层
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全面启动村级后备干
部“U40优选计划”，从“选、育、用、
管”四步流程入手，筛选培养出63
名 4 0周岁以下优秀青年后备干
部，进一步破解了村“两委”换届
后继乏人的难题。

聊城开发区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促脱贫

2019年以来，开发区积极探索建
立脱贫成效巩固提升监测机制，对脱
贫户实施跟踪和动态监测，及时了解
脱贫后生产生活情况，返贫的及时纳
入帮扶。探索建立贫困人口即时帮扶

机制，对因病因灾等出现的临时性、
突发性、支出型贫困人口，即时出现，
即时标注，即时纳入，建立台账，整合
利用社发、教育、卫计等部门救助政
策即时帮扶。

聊城开发区积极探索建立脱贫成效巩固提升监测机制

2019年以来，开发区坚持脱贫与
巩固两手抓两手硬，努力做到脱贫一
个巩固一个。对已脱贫享受政策人口
继续给予帮扶，持续巩固脱贫成果；
完善资产收益扶贫机制，明晰所有

权、放活经营权、确保收益权、落实监
督权，推进扶贫资金资产保值增值、
规范管理、长效运行，资产收益重点
向没有劳动能力的老弱病残贫困户
倾斜，持续稳定增加脱贫人口收益。

聊城开发区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

今年以来，开发区把推动移风
易俗、树立文明乡风作为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和推进脱贫攻坚的重要
内容来抓。通过自治、法治、德治相
结合，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发挥村

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
会等群众组织作用，推行喜事新
办、丧事简办、厚养薄葬，努力形成
文明节俭的良好风尚，切实减轻了
群众负担。

聊城开发区推进移风易俗促进脱贫攻坚

聊城开发区强化扶贫要素支撑

今年以来，开发区强化要素支撑，推进
脱贫攻坚顺利开展。将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作为财政保障和预算安排重点，进一步加
大了投入力度，确保了财政投入与扶贫任
务相适应。同时，将省市区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切块到乡镇，由乡镇统筹，根据实际需要
确定资金用途，确保了非重点村贫困群众
增收脱贫。

聊城开发区开展扶贫扶志行动

今年以来，开发区坚持扶贫同扶志、扶
智相结合，注重培养贫困人口自尊自爱自
强精神，通过“争先进、创新颜”积分评比活
动进一步激发了劳动脱贫、自我脱贫的内
生动力。同时，改进帮扶方式，采取生产奖
补、劳务补助等方式，组织动员贫困群众参
与扶贫项目实施，营造有劳才有得、多劳多
得的氛围。

聊城开发区优化扶贫资产收益

今年以来，开发区进一步优化扶贫资
产收益，确保扶贫工作再精准。扶贫收益优
先用于解决贫困户“收入、两不愁三保障
(饮水)”，有结余的用于设立村内扶贫专
岗、公益岗位，奖励补助，发展村级公益事
业等。同时，对因病因灾因学因意外等导致
家庭生活困难的群众开展即时帮扶，防止
返贫或新致贫。

今年以来，开发区对村级扶贫资产形
成的收益为村集体经济收入，全部记入村
级账户；乡镇统筹实施的产业扶贫项目形
成的收益根据贫困人口数量分配到村，列
为村集体经济收入记入村级账户；同时，用
于贫困户脱贫的，各村结合贫困户实际将
贫困户进行了分类，采取差异化分配的原
则，提高了分配精准度和公平性。

聊城开发区落实

扶贫资产保障收益权

今年以来，开发区在明确产权后，以公
开竞标方式，对扶贫资产面向社会发包出
租。同时，借助聊城现代农业园区等平台带
动作用，通过资产收益式分红等方式，实现
业态互补，合作共赢。同时，规范签订经营
协议，做到了承包、承租合同合法有效，双
方责任和义务明确。

聊城开发区持续

放活扶贫资产经营权

今年以来，开发区严格按照明晰扶贫
资产“四权分置”的要求，对所有扶贫项目
形成的资产进行了梳理，实现了已建成产
业扶贫项目百分之百确权，纳入“三资”平
台或国有资产登记统一管理，严防资产流
失、闲置、损毁现象发生，确保了产业扶贫
项目稳定持续发挥效益，实现扶贫资产保
值增值。

聊城开发区持续推进

扶贫资产“四权分置”

今年以来，开发区扎实做好扶贫资产确
权登记工作。对村级实施和联村实施的项目
形成的扶贫资产全部登记到村，乡镇经管站
负责做好“三资”平台登记；由乡镇统筹建设
的产业扶贫项目，由乡镇财所录入《山东省
行政事业资产管理信息系统》做好国有资产
登记，确保扶贫资产所有权明确。

聊城开发区明晰扶贫资产所有权

茌平区扶贫办总结顺口溜

门外观看大门楼，是否危险需要修；进
门细看庭院内，还有垃圾堆角屋；入屋先看
桌椅有，必能坐下聊家筹，向上环视看顶
壁，是否脱落需整修；四周环视电线顺，确
保安全能安心；干净毛巾绳上挂，衣服鞋帽
莫上搭；床铺被褥净整齐；穿着干净最起
码；自来水管送到家；锅碗瓢勺橱内搽；帮
包责任要尽心，应得政策样样真，日志认真
写清楚，帮扶实迹厉在目；贫困户答见分
晓，分红补贴特惠保；扶贫专干责任大，户
户详情装脑瓜，常去关心户变化，记录在本
好帮他，专干日志认真写，集中培训必须
有，时间地点和内容，一次两页算你透；熟
记政策和要求，不怕上级来暗抽。

茌平区妇联

美丽庭院助力脱贫攻坚

寒冬已至，最近几天大雾天气频发，也
是一氧化碳中毒高发气象条件，为预防群
众一氧化碳中毒事故的发生，近日，茌平区
韩屯镇组织管区书记、贫困户帮扶责任人
联合村党支部书记、村妇联主任对辖区所
有住户进行防范一氧化碳中毒、自救等知
识宣传，确保群众取暖安全。镇村干部每到
一户都详细检查煤炉、取暖设施等使用情
况，尤其对一般贫困户和特困户群体，面对
面宣传预防一氧化碳中毒有关知识。

茌平区韩屯镇扎实开展

宣传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工作

为进一步助力脱贫攻坚，茌平区妇联
组织村内巾帼志愿者深入到建档立卡贫困
户家中，帮助他们整理家庭环境卫生。活动
中，志愿者们不怕脏、不怕累，手持扫帚、铁
锹等工具，打扫庭院、清理垃圾，为他们讲
解了美丽庭院创建小知识，引导他们通过
积极参与美丽庭院创建，养成文明健康的
生活习惯，提高生活质量，争取在思想上和
生活习惯上先脱贫。

聊城开发区抓好产业

扶贫项目促进村集体增收

开发区严格按照“三个一律”要求做好
产业扶贫项目的后续管护，促进村集体经
济增收。严格做好扶贫资产确权登记，所有
扶贫产业项目包括光伏扶贫电站项目一律
纳入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平台，纳入“三
资”管理平台的扶贫项目一律确权到村集
体资产，所有扶贫项目收益一律理顺为村
集体经济收入。

今年以来，开发区将乡镇统筹和村级
实施的项目的监管权下放至镇村，明确乡
镇政府作为监管主体，建立了资产登记管
理台账，实现了“村账乡管”，确保了扶贫资
产管住不流失、管活提效益，防止“跑冒滴
漏”现象发生。

聊城开发区落实扶贫资产监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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