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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3新闻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城事

近日，北城街道召开“迎接省、市扶贫
工作年终检查准备会”。会上对住房安全、
低保兜底政策、残疾政策、帮扶干部到位方
面做了安排和部署，要求帮扶责任人要认
真核对、完善好帮扶手册、帮扶之窗、到户
帮扶手册，让贫困户熟悉帮扶责任人，提高
扶贫户的满意度，确保年终检查时不出问
题。

本报聊城12月23日讯(记者 张
超 通讯员 方欣) “是小余来了
啊，快进屋里，我给你们倒水，现在的
供暖效果很好了，我们还要打开一点
窗子才不觉得那么热。”12月19日，中
国能建葛洲坝三峡建设公司党员志
愿者余海亮和同事姚伟祥回访东李
庄安置区回迁居民李艳，查看冬季供
暖情况。离开时，李燕笑着说：“你们
这葛洲坝公司服务真周到，我们入住
后有啥问题给你们打电话是随叫随
到，我们感觉住在你们建的回迁房很
安心，很放心。”这些都只是中国能建
葛洲坝三峡建设公司党员志愿者服
务队的一个缩影。

聊城棚户区改造一期项目15个

安置区于2019年10月20日圆满完成交
付，万余户回迁居民入住新居。考虑
到大部分安置区都是第一年供暖，调
试压力大，刚入冬时，中国能建葛洲
坝三峡建设公司聊城项目部党支部
便成立了党员志愿者服务队，将党员
分组到各个安置区，协助小区物业对
住户家里供暖出现的问题进行统计、
维修、回访，对存在的问题第一时间
解决，确保回迁居民温暖过冬。

项目部党支部要求党员志愿者
要提高认识，切实把做好回迁居民供
暖工作抓好抓实，除了供暖工作，其
他房屋维修问题也纳入党员志愿服
务队工作范围，以高质量的服务让老
百姓真正住得安心。

中国能建葛洲坝三峡建设公司

党员志愿者助回迁居民温暖过冬

聊城开发区北城召开迎接

省市扶贫工作年终检查准备会

根据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第六次全体
(扩大)会议精神，经茌平区扶贫开发领导
小组研究决定，分三组对全区14乡镇(街道)
开展脱贫攻坚年终调研。12月15日上午，第
二小组由区扶贫办李斌副主任带队，冒雨
对韩屯镇孙林管区进行了年终调研。对“两
不愁、三保障”、应纳未纳、政策知晓、扶贫
手册及到户帮扶手册填写、历次解剖发现
问题整改等工作情况，及群众满意度等进
行调研。

茌平区扶贫办对韩屯镇

进行脱贫攻坚年终调研

近日，北城街道召开“扶贫工作迎检会
议会”，要求全体帮包干部提高政治站位，
高度重视扶贫考核工作。会上，围绕“关于
对2019年度县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
成效进行考核的通知”做了详细的解读，内
容涉及考核内容、考核时间、考核方式、考
核步骤。要求全体帮包干部认真完善到户
帮扶手册、扶贫手册、帮扶之窗。重点关心

“两不愁三保障”、残疾、教育、医疗、饮水等
政策落实落地情况。

聊城开发区北城举行扶贫迎检会议

“一天俺在北城卫生院的住院费用就
达2000元，医疗保险、扶贫特惠保险、卫生
院补贴就报销得差不多了，没怎么花钱。国
家的扶贫政策就是好，让俺们再不用担心
没钱治病了。”家住北城圣庄村的贫困户李
中元高兴地说。贫困户在北城卫生院只需
持身份证到住院处办理住院手续，卫生院
与贫困病患签订“先诊疗，后付费”协议书
后即可到相应科室进行诊疗。治疗结束由
基本医疗、扶贫特惠保险报销后，卫生院为
贫困户减免个人所承担的住院诊疗费用，
解决了贫困户看病难的后顾之忧。

聊城开发区：

扶贫特惠保就是好，住院花费很是少

聊城开发区“电暖气”送到家

让贫困户温暖过冬

产业扶贫是贫困户增收脱贫的基础
性、根本性、长效性的举措。为切实做好“产
业扶贫是突出薄弱环节”问题整改工作，针
对产业扶贫项目检查情况，北城街道对辖
区内扶贫企业进行沟通，提升玻璃连栋大
棚档次，增强企业的内生动力，深入推进产
业扶贫工作，实做到脱贫工作务实、脱贫过
程扎实、脱贫结果真实。

聊城开发区北城

提升玻璃连栋大棚利用率

近日，韩百环保公司对北城街道
光伏电站光伏区域杂草、树枝和光伏
板进行清理，高质量完成清理工作，
为圆满完成全年发电量指标奠定了

坚实基础。在此项工作中，电站所有
人员不畏艰辛，对所有设备进行全面
排查，及时处理设备缺陷，保障设备
健康水平。

聊城开发区北城顺利完成光伏扶贫电站板清洗工作

阳谷县持续坚持以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为主线，产业扶贫、行业扶贫
并举，狠抓扶贫政策落实，一方面激
发致富动能、增加收入渠道，另一方
面减轻家庭负担，大力巩固脱贫成
效。

阳谷县动员各级帮扶责任人适
时给予贫困户心灵开导，增强信心，
对有劳动能力的做好思想工作，给贫
困户就业提供就业岗位。做实扶贫产
业，提高自身发展动力和自我造血能

力，保证脱贫效果的可持续性，保障
贫困人口真脱贫、不返贫。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是很多贫困户致贫的主要
原因，为了彻底解决这一难题，全县
实行了特惠保险服务，为贫困户撑起

“保护伞”。在完成扶贫特惠保险投保
的基础上，县财政又投入241万元，探
索建立了长期服药人群补贴制度，每
人每月补贴30-100元，有效减轻贫困
户用药负担。

(赵丹珠)

阳谷：下大功夫提升脱贫成效

阳谷县在推进社会扶贫工作
中，积极动员各方面社会力量参与
扶贫攻坚工作，社会爱心组织和认
识成为脱贫攻坚战中一支重要力
量。在工作中，阳谷团县委积极动员
鼓励各级各类青年志愿者，开展扶
贫济困活动，成为扶贫路上的一道
亮丽风景。

团县委摸查出100名建档立卡贫
困老年人，招募200名志愿者，持续开

展了每月至少一次的“拉一次家常、
整理一次衣物、清理一次个人卫生、
维修一次家电、送一件生活用品”的

“五个一”志愿服务和健康义诊等特
色活动。本着有爱心愿意结、素质硬
主动结、离得近方便结、出效果长期
结的“四结”原则，联合协会组织对接
帮扶贫困儿童。开展针对农村贫困和
留守儿童的“阳光学堂”项目。

(赵丹珠)

阳谷团县委领动青春力量助扶贫

根据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第六次全体
(扩大)会议精神，经茌平区扶贫开发领导
小组研究决定，分三组对全区14乡镇(街道)
开展脱贫攻坚年终调研。12月15日下午，第
三小组由区扶贫办高博副主任带队，冒雨
对肖家庄镇后场管区进行了年终调研。对

“两不愁、三保障”、应纳未纳、政策知晓、扶
贫手册及到户帮扶手册填写、双提升、帮扶
记录和工作日志填写、即时帮扶人口程序
档案、历次解剖发现问题整改等工作情况，
及群众满意度等进行调研。

茌平区扶贫办对肖家庄镇

进行脱贫攻坚年终调研

根据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第六次全体
(扩大)会议精神，经茌平区扶贫开发领导
小组研究决定，分三组对全区14乡镇(街道)
开展脱贫攻坚年终调研。12月15日下午，第
一小组由区扶贫办赵树军副主任带队，冒
雨对信发街道滨河社区进行了年终调研。
对“两不愁、三保障”、应纳未纳、政策知晓、
扶贫手册及到户帮扶手册填写、双提升、帮
扶记录和工作日志填写、即时帮扶人口程
序档案、历次解剖发现问题整改等工作情
况，及群众满意度等进行调研。

茌平区扶贫办对信发街道

进行脱贫攻坚年终调研

根据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第六次全体
(扩大)会议精神，经茌平区扶贫开发领导
小组研究决定，自12月15日起，在全区14乡
镇(街道)开展脱贫攻坚年终调研。对“两不
愁、三保障”、应纳未纳、政策知晓、扶贫手
册及到户帮扶手册填写、双提升、帮扶记录
和工作日志填写、即时帮扶人口程序档案、
历次解剖发现问题整改等工作情况，及群
众满意度等进行调研。

茌平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开展脱贫攻坚年终调研

山东茌平杜郎口镇高度重视扶贫工
作，镇帮包干部、村扶贫专干定期走访贫困
户。对于发现的问题，立即现场办公，尽快
解决。贫困户的烟囱坏了，担心他们煤气中
毒，镇政府立即集中采购一批烟囱，帮包干
部亲自给贫困户换上才放心；推荐有劳动
能力的贫困户应聘环卫保洁员、社会公益
岗位，帮着贫困户更换破损的门窗玻璃。近
一年来，镇村帮包干部对贫困户实际困难，
采取“靶向疗法”，办理实事近千件，赢得了
广大干部群众的好评。

茌平杜郎口镇：

“靶向”帮扶落实精准扶贫

为提升贫困户主动参与脱贫攻坚工作
的积极性，提升脱贫攻坚质量，茌平区菜屯
镇积极探索实施量化管理制度，设计了《菜
屯镇贫困户扶贫政策知晓率评分表》，包含
家庭人口、耕地亩数、本户应享受哪些扶贫
政策、各项收入来源、项目收益发放情况、
是否知晓帮扶责任人、采取哪些帮扶措施
等问题，由社区、帮扶责任人依据贫困户熟
知行业扶贫政策情况进行积分量化，按照
得分情况分为优秀、良好、及格、不及格四
个等级。

茌平区菜屯镇推行

贫困户量化管理制度

在脱贫攻坚工作中，阳谷县博济
桥街道把建强扶贫干部队伍作为打
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一招，在决战决
胜的关键时刻，通过强化党组织领
导、健全考核监督机制、建强扶贫队
伍建设，进一步加强组织保障，确保
脱贫成果的不断巩固和提升。

该街道利用好村级扶贫专职队
伍，每月召开至少1次扶贫专职主任
例会，对村扶贫专职主任进行业务培
训，为他们履职“充满电”“加满油”。
不定期组织业务知识考试，将成绩纳
入绩效考核，提升村级扶贫人员熟悉

业务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同时，还成
立了由支部书记、帮扶责任人和扶贫
专职组成的帮扶小组，层层压实责
任、理顺帮扶关系，形成支部书记负
第一责任、帮扶责任人负直接责任、
村扶贫专职负业务责任，多管齐下、
齐力攻坚的帮扶格局，各级帮扶责任
人在扶贫政策宣传、政策落实、动态
调整、脱贫成效摸底调查等工作中，
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提高了扶贫
工作效率和精准度，扎牢了脱贫攻坚
的根基。

(王逸秀)

阳谷博济桥街道强化干部管理决胜脱贫攻坚

时下虽是冬闲时节，可在阳谷县
大布乡张董村却到处是一派忙于旋
皮、晾晒、加工、销售各种板皮板材的
繁忙景象，成为该村寒冬一景。

村支部书记张红标介绍说，为搞
好产业联合，增强抵御市场风险的能
力，村里成立了以党支部领办的板材
加工合作社，采取统一进料、统一管
理，统一用工、统一标准、统一销售的
办法，有效降低了原材料的购进及生
产成本，提高了销售价格，增加了村

民收入。
目前，该村拥有各类板材规模加

工户57家，形成了多层胶合板、实木
复合板、高档贴面板等20多个品类，
年产值6300多万元，产品畅销全国各
地，成为全乡远近闻名的板材加工专
业村。同时，辐射带动周边村160余户
板材加工户，每户年增收10—30万元
不等，板材加工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
富的支柱产业。

(岳彩青)

茌平区振兴街道办事处扶贫干
部金淑君收到了小学生马发阳写给
她的感谢信：“在您的关照下，我和姐
姐上学不再为钱发愁……”

马发阳是焦庄贫困户马建兵的儿
子。马建兵患有小脑萎缩，二级残疾，
家中有两个孩子。一家四口，只靠马建

兵的妻子在外打零工维持生活。金淑
君成为马建兵的帮扶人后，把“教育”
当作帮扶的主攻点，帮马建兵的女儿
马咏月申请了雨露计划助学金。帮助
马发阳申请了每年2000元的“振兴助
学”项目。教育扶贫让包括马咏月、马
发阳姐弟这样的贫困学子倍感温暖。

茌平区振兴街道：教育扶贫，对症下药

小板皮“晒”出500个“就业岗”

目前气温不断下降，按照前期摸底的
贫困户取暖情况，部分贫困户缺少取暖设
备。为此，开发区统一购置了600余套电暖
设备，供暖公司给辖区内贫困户安装电暖
设备并教给他们使用方法，让他们温暖过
冬。“感谢政府好政策，让我们这个寒冬过
得暖暖的”北城街道杜宅村贫困户杜以亮
说。看到贫困户脸上满意的笑容，我们的心
也是暖暖的。

茌平区振兴办事处召开

扶贫工作全体人员会议

12月16日，振兴街道办事处在二楼会
议室召开全体机关干部工作会议，振兴
街道党工委书记赵鹏，党工委副书记、办
事处主任刘成俊，办事处副主任王强参
加此次会议。

王强主任就近期扶贫验收工作提出要
求，不愁三保障是最基本的要求，要熟记于
心。政策宣传要到位，先看病后付费要告知
贫困户。赵书记讲到扶贫工作要确保人人
过关，眼前事、具体事要做好，收尾工作要
完成好，体现社会正能力，密切党员与群众
关系。

茌平区杨官屯乡：

绷紧帮扶工作责任这根弦

2019年12月14日，茌平区杨官屯乡在乡
政府四楼会议室召开杨官屯乡精准扶贫工
作推进会议，乡长李刚主持召开会议。党委
书记路伟峰对扶贫工作提出了严格要求，要
求全体帮扶责任人对自己帮包的贫困户逐
户见面，讲解扶贫政策，做到不落一人。在临
近年底迎接聊城市扶贫工作检查的关键节
点上，各级扶贫帮扶干部务必绷紧帮扶工作
责任这根弦，立即进行整改并落实各项帮扶
政策，补齐短板，为人民群众交上一份满意
答卷。

声明
红星美凯龙四楼东方荟展位，法人：

万勇，将原有保证金收据丢失，收据编号为
1212190200000084，金额人民币(大写)：
壹仟元整，收据日期：2019年2月16日。

在此声明此收据作废，由此产生的任何
责任与上海红星美凯龙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聊城分公司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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