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2 关注
2020年1月7日 星期二 编辑：常学艺 美编：赵秋红

主打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郭家街道规范村级牌子制度提升办公场所

为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党
的统战工作，夯实基层统战基
础，建设好街道统战阵地，郭家
街道党工委积极寻求新途径、新
方法，结合乡村振兴、脱贫攻坚
等中心工作，围绕全局，凝聚人
心，力争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

一、加大培训力度，提升业
务服务水平。二、定期召开统战
工作座谈会。三、营造氛围，积
极宣传。郭家街道结合基层统

战工作实际，在挖掘统战资源，
创新工作形式上下功夫。面对
新时期、新阶段各类新阶层人
员不断增多的新形势，在当地
知识分子、专业技术人才和社
会各界人士中发现、培养各类
党外代表人士，不断的搭建各
类统战工作平台，突出基层统
战工作特色，解放思想，创新思
维，推动了统战工作创新的新
局面。 （通讯员 贾琼）

郭家街道多措并举做好统战工作

2019年是基层减负年，郭
家街道将规范上墙牌子制度作
为落实基层减负年和规范提升
办公场所的重要举措，根据“因
地制宜、公开便民、彰显特色、
务求实效”的原则，对农村牌子
制度进行缩减规范，召开了乐
陵市的现场会。

一是深入排查，摸清底数。
成立工作专班，对室内外所有
牌子制度现状进行深入细致排

查，摸清底数。二是分类施策，
制定标准。以大牛韩村为试点
推进牌子制度规范工作。三是
严格管理，注重实效。整改完成
后所有标牌制度悬挂归口一个
部门审核把关，将农村办公及
活动场所建设成为功能完善、
设施配套、规范整齐、资料完
整、环境优美、群众满意的综合
性、多功能阵地。

(通讯员 马明普)

近年来，郭家街道高度重
视乡贤工作，弘扬乡贤精神，凝
聚乡贤力量，积极动员乡贤关
注和参与到家乡经济社会建设
中来，凝聚共识、造福桑梓，形
成了党工委统一领导，全面动
员，各方联动的工作格局。

一是成立小组，加强乡贤
统战领导。二是挖掘资源，建立
乡贤人才库。三是联谊交友，促
进乡贤交流。四是搭建平台，发

送乡情信息。五是充分整合，发
挥乡贤优势。

在村级公路建设中，乡贤
不遗余力，拿出大量资金资助
家乡公路建设。据不完全统计，
在各村修建村级公路过程中，
乡贤投资近百万元。通过一系
列的工作，乡贤为街道的经济
发展提供了大量支持，有力推
动了乡村振兴。

(通讯员 张莹莹)

郭家街道乡贤领航 助力乡村振兴

为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党
的统战工作，夯实基层统战基
础，建设好街道统战阵地，积极
寻求新途径、新方法，郭家街道
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做好统战工作来凝聚
人心，形成合力。

一是提高认识，高度重视，
加强宣传。二是加强领导，强化
统战干部队伍建设。三是建立
机制，有效推进基层统战工作。
建立健全基层统战工作机制，

把统战工作列入党委工作重
点，一级抓一级，层层落实责
任，街道及各村及时研究、协
调、解决统战工作领域出现的
新情况、新问题。四是规范工
作，完善统战网络。认真强化统
战日常工作管理，摸清非党人
士、非公经济人士等村级统战
人士基本情况，建立统战台账，
整合各村、企业统战资源，有目
标、有安排的开展好街道统战
工作。 （通讯员 贾琼)

郭家街道凝心聚力做好统战工作

近日，乐陵市顺发肉鸡专
业合作社总经理史全城、西段
乡党委副书记宋书成、西段乡
中学教师卜海港一同来到助学
扶贫对象家里，为其送去书包、
课外书、助学金等，当场制定帮
扶计划，明确帮扶分工，同时鼓
励其要好好学习，将来成为对
国家、社会有用的人才。

自乐陵市提出教育“三帮
一”工作以来，西段乡积极联

系爱心企业，根据要求每个贫
困户学生与“一名企业家+一
名副科级干部+一名教师”结
对，明确分工，企业家保证生
活无困难，吃穿不愁，副科级
干部协调各部门，保证住房、
医疗、教育、饮水无困难，教师
争取贫困学生取得好成绩。目
前，全乡共有12名贫困学生结
对并得到资助。

(通讯员 潘炳亮)

近日，西段乡为让帮扶干部
更好了解所帮包户基本情况及
扶贫政策，决定对所有帮扶干部
进行扶贫知识测试，并对其进行
打分。

问题考卷由乡扶贫站出题并
制定答案标准，考试采取一人一桌
的方式，由乡党委书记对所有帮扶
干部进行监考，确保考试公平，无
作弊现象；满分100分，对90分以上
的帮扶干部在会议上提出表扬并
张榜公示，对90分以下的帮扶干部
提出批评并制定为期三天的扶贫
知识学习培训计划，由扶贫站统一
进行培训。

问题考卷的形式，增强了帮扶
干部对贫困户基本情况和对扶贫
政策的了解，为扶贫政策落实，打
赢脱贫攻坚战打下坚实基础。

(通讯员 潘炳亮)

西段乡

“问题考卷”助扶贫
近日，西段乡针对扶贫工

作进行全面的排查，对存在问
题进行逐一梳理，创新工作方
式、方法，开展专项整治解决
问题。该乡组织班子成员带领
管区人员、包村干部挨家挨户
走访调查，核查建档立卡贫困
户家庭情况；了解贫困户的收
入情况、支出情况，确保贫困
户收入精准；了解贫困户两不

愁三保障及饮水安全情况；核
查未纳入贫困户低保五保及
生活困难家庭，询问其未纳
入的原因，对核查出的问题，
管区书记、包村干部、支部书
记签订限期整改承诺书，要求
立行立改，不打折扣，同时分析
问题存在原因，举一反三，防止
再次发生类似问题。

(通讯员 潘炳亮)

西段乡扶贫存在问题自我完善、剖析

西段乡积极开展教育“三帮一”扶贫工作

近日，为推进精准脱贫工作深
入开展，西段乡开展“慈善扶贫”系
列活动，助推脱贫攻坚。

西段乡按照“捐款自愿，数额不
限”的原则，开展“扶贫一日捐”活
动，共筹得善款共计9300元，所得
善款由慈善总会负责接收和管理，
专项用于西段乡脱贫攻坚(朝阳助
学、夕阳扶老、康复助医、爱心助残、
情暖万家)救助工程。该项工作在助
推脱贫攻坚的同时，大大弘扬了中
华传统美德，得到广大人民群众高
度认可。 (通讯员 潘炳亮)

西段乡借力慈善扶贫一日捐

助推脱贫攻坚

德州火车站春运期间加开临客
详细时间点来啦

本报德州1月6日讯 (记者
贺莹莹 通讯员 赵双 )

为迎接春运客流高峰，德州火
车站春运期间加开临时列车，
具体情况如下：

1、1月10日—1月21日、1
月29日—2月16日，菏泽-哈尔
滨西加开K4576次，德州21：37
到，21：42开。

2、1月12日—1月23日、1
月31日—2月18日，哈尔滨西-
济南加开K4575，德州21：01

到，21：07开。
3、1月11日—2月17日，青

岛北-齐齐哈尔加开K702次，
德州0：50到，0：52开。

4、1月11日—2月19日齐
齐哈尔-青岛北加开K701次，
德州8：22到，8：24开。

5、1月30日—2月18日邯
郸-天津加开K529 8次，德州
4：46到，5：16开。

6、1月29日—2月17日天
津-邯郸加开K529 7次，德州

2：47到，3：17开。
7、1月10日—1月23日、1

月29日—2月13日北京-南通
加开K4051次，德州5：24到，
5：39开。

8、1月11日—1月24日、1
月30日—2月14日南通-北京
加开K4052次，德州12：27到，
12：44开。

9、1月2日—2月18日张家
口-石家庄北加开K5231次，德
州6：10到，6：45开。

10、1月1日—2月17日石
家庄北-张家口加开K5232次，
德州08：46到，09：16开。

1 1、2 0 1 9年1 2月3 1日—
2020年2月19日承德-石家庄
北加开K526 5次 ,德州1 5：2 1
到，15：52开。

1 2、2 0 1 9年1 2月2 9日—
2020年2月17日石家庄北-承
德加开K5266次，德州9：59到，
10：24开。

13、1月13日—1月24日、2

月1日—2月1 9日齐齐哈尔—
青岛加开K4687次，德州7：03
到，7：10开。

1 4 、德 州 — 北 京 加 开
D9032次，德州15：06开、沧州
16：00开、天津西17：09开、北
京南18：16到。开行日期另行
通知。

15、北京南—德州D9031
次 ，北 京 南 8 ：3 8 开 、天 津 西
9 ：5 7开、沧州1 0：5 9开、德州
12：05到。开行日期另行通知。

1月5日傍晚，受强冷空气影响，德州迎来2020年第一场降雪，针对此次雨雪

冰冻天气可能对供电设备带来的影响，国网德州供电公司迅速行动，第一时间

启动防冰雪灾害应急预案，组成百余支特巡小分队，对全市所辖供电设备进行

普测，全面了解设备恶劣天气下运行情况，排查可能发生污闪、覆冰隐患的线

路、台区，并详细记录设备运行数据，与日常巡视结果比对，查找隐患，保障电网

安全稳定运行，为春节供电打下坚实基础。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金刚 通讯员 王衍 李海涛 摄影报道

设设备备特特巡巡

本报德州1月6日讯 (记
者 贺莹莹 通讯员 李国
栋) 1月4日，德州市建筑施
工工伤预防暨安全生产知识
培训在德州市委党校报告厅
举行，德州市各县(市、区)建
设主管部门安全监督机构负
责人及监督人员、总承包三
级及以上企业分管安全负责
人等700余人参加。

本次培训由德州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德州市
财政局、德州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德州市应急管理局、
德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主

办。培训持续1天，邀请来自
省内外的3名行业专家围绕

《安全生产风险分解管控和

隐患排查治理体系讲解》《全
国建筑施工安全监管信息系

统培训》和《危大工程住建部
令和省厅细则解读》课题展
开详细授课。

培训旨在推进德州市
工伤预防工作发展，加强德
州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工作，
加快推进风险分级管控和
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体
系建设，加大危大工程安全
管控力度，保障职工和从业

人员的生命 安 全 和 健 康 ，
提高施工现场监管人员和
从 业 人 员 综 合 素 质 ，降 低
工伤事故伤害和职业病的
发病率，防范生产安全事故
发生。

据了解，自2015年德州
市开展建筑业工伤保险“同
舟 计 划 ”专 项 扩 面 行 动 以
来，已建立了按项目参保和
优先办理工伤保险的工作
机制。据统计，2019年全市
累 计 缴 纳 工 伤 保 险 项 目
1068个，办理工伤赔付5600
余万元。

700余人参加安全生产知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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