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4 新闻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2020年3月27日 星期五 编辑：李璇 组版：郑文

57万人齐心抗疫，茌平区春来花开
——— 茌平区全力奋战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纪实

3月25日，茌平区金牛湖畔桃花盛开，朵朵粉红向阳绽放，正如向春而生的茌平区，逆风而上迎春来花开。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茌平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坚定信心、冲锋在前，与全区57万人民群众一起，万众一心、同心协力、科学防治，坚决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谱写了一曲共克时艰的“战疫”之歌。

2 . 3万余名党员

战斗在防疫最前哨

疫情发生以来，茌平区各级
党政班子负责同志一律停止休
假，全部到岗到位、靠前指挥，第
一时间成立了由区委书记郭飞、
区长朱正林为组长的茌平区委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处置工作领
导小组(指挥部)。区领导带头冲
在防疫一线，听取汇报、实地查
看、暗访抽查，重点督导疫情防控
工作部署落实落细落地。

全区城乡2 . 3万余名党员干
部积极响应号召，毅然战斗在防
疫最前哨，成为最美“逆行者”：火
线请愿的“白衣天使”，24小时在
岗的人民警察，身先士卒的领导
干部，不厌其烦的社区物业，兢兢
业业的镇村干部，默默奉献的志
愿者、网格员……形成一个个坚
不可摧的战斗堡垒。

防疫期间，上千名党员干部
成了城区99个住宅小区的“红色
小区长”，走访居民1 . 6万户、5 . 3
万余人次，发放宣传资料3 . 4万
份；全区建立732个村级防疫摸排
点，1 . 8万名农村党员志愿者走进
隔离户，倾听心声、解决困难。

在他们的带动下，普通群众

主动参与防疫排查、饭店免费为
抗疫一线人员送饭、企业纷纷捐
款捐物、村民自发执勤站岗。耿店
村菜农自发组织15吨新鲜蔬菜捐
送湖北，茌平21岁小伙将7 . 2万枚
鸡蛋捐赠战疫一线医务人员家
属。金号生产的隔离衣捐献到全
国疫情一线近万套，华鲁制药首
批向湖北捐赠抗疫药品，信发集
团无偿捐赠消毒液达600万吨，价
值两千万元。

党员带头、全民参与，全区57
万人民群众同心协力，成为茌平
区防疫最有力、最坚强的一道防
线，群防群治成为全区防控疫情
的有效手段。

“土办法”“新手段”联手

宣传覆盖全区57万人

疫情之下，“村广播”、“大喇叭”
成了乡村宣传疫情防控的“神器”。

信发、振兴等5个镇街利用
800个应急广播，录制了《致全区
广大市民的一封信》、《春节期间
预防新型冠状病毒的顺口溜》等
内容，每天早、中、晚三次广播，覆
盖人群30万人。区融媒体中心电
台录制了有关疫情防治工作内
容，每天循环播出，覆盖全区732
个村57万人。

另外，贾寨、杨屯等9个镇街
458个村的1374个大喇叭也全部
开通，接地气地开展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预防措施宣传，劝导村民
安心在家过年，不拜年、不串门、
不聚餐。“村里天天响起‘双响
炮’，村民们的防控意识大大增
强，以前不理解的村民现在也都
主动配合工作了。”博平镇牛胡村
村民牛鸿祥说。

“土办法”登场，“新手段”霸
屏。在茌平，微信群成为发布防控
信息、辟谣止谣、服务基层群众的
又一“神器”

消息秒转发，服务不掉线。截
至目前，茌平利用有覆盖全区57
万人的各级微信工作群，转发防
疫相关文件通知、宣传防疫知识、
开展动员部署十万余次，为群众
解决生活问题千余次。

按下生产发展重启键

119个项目投资347 . 8亿元

茌平区在全力打好疫情防控
阻击战的同时，按下了经济生产
的“重启键”，全区上下从企业主
体到各级政府部门，都以最有力
的“硬核”措施，确保返岗复工安
全有序，助力经济持续稳定运行。
截至目前，全区154家规模以上企

业复工率达到100%。
茌平区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

防扩散，一手抓项目建设稳投资，
搭建“云招商”渠道，变项目洽谈

“面对面”为“线连线”，两个月的
时间，共洽谈引进招商引资项目
18个，计划投资额109 . 95亿元。

2月26日，在全市重点项目集
中开工仪式上，茌平新开工项目8
个，总投资30亿元；复工项目30个，
总投资121亿元。目前，信发集团
新型环保建材项目、骏程锻造铝
合金车轮、一中棚户区改造、博智
文具等省市重点项目已开工建
设，省重点项目开工率达到100%。

“新冠肺炎疫情给经济社会
造成较大冲击，在这个时候，更需
要坚持项目为王，抢抓效率，才能
追回时间，全力降低疫情对经济
发展的冲击和影响。”茌平区委书
记郭飞表示。

为加快项目施工进度，茌平
将对所有项目倒排工期、挂图作
战，在手续办理、人员返岗、物资
保障等方面，逐个制定保障方案，
为项目全速推进扫清一切障碍。
2020年，全区确定实施重点项目
119个，总投资347 . 8亿元。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郭庆文 通讯员 刘明明 郑兆雷

2月26日，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仪式上，茌平区委书记郭飞讲话。

受疫情影响，临清多个扶
贫产业基地的农产品一度陷
入滞销困境。面对疫情，在减
少人群聚集、守护安全距离的
基础上，扶贫部门不等不靠，
帮助扶贫蔬菜进入百姓餐桌。

对接大型超市设立超市销售
专线。2月13日，了解到扶贫基
地蔬菜销售难问题，临清市多
个部门主动下沉服务，积极协
调，促成超市与刘垓子镇扶贫
项目基地对接，畅通购销渠

道。截至目前，该基地成功售
出8万余斤蔬菜，大大减轻了疫
情的影响。利用“互联网+送货
上门”设立网购专线。保障贫
困群众蔬菜供应设立政府采
购专线。 (张博)

临清市疫情期间开通三条扶贫蔬菜销售专线

临清市聚焦脱贫攻坚重
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健全工作
推行机制，组成评估验收、作
风整治、宣传报道3个工作专
班，从严从实推进扶贫工作开
展。评估验收专班，在春节前

开展自查自纠基础上，对扶贫
领域问题进行再排查、再整
改，建立问题整改台账，实行
销号式管理，不留死角和盲
区。作风整治专班，重点对在
脱贫攻坚工作中出现的履职

不到位、工作推进不力、作风
不扎实等现象及时校正、跟踪
处理和严肃问责。宣传报道专
班大力宣传脱贫攻坚工作中
涌现出的先进典型和经验做
法。 (张博)

临清市设立三个扶贫工作专班决战脱贫

临清市扶贫办把贫困户
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首要
政治任务，在市委、市政府的
统一指挥下有序参与疫情防
控工作。一是组织落实全市贫
困群众疫情防控措施落实、基

本生活用品保障等工作。二是
协调各镇街专业工作队、党员
突击队等队伍对贫困户家中
定期消毒防疫，帮扶责任人及
时进行沟通，宣讲防控知识。
三是按照市里的统一安排部

署，勇于担当，按时参加全市
疫情防控值班、值守工作。目
前，全市所有贫困群众均无新
冠肺炎确诊、疑似病例，基本
生活有保障。

(张博)

临清市扶贫办做好贫困群众疫情防控和生活基本保障

疫情期间，潘庄镇全体干
部群众上下一心，众志成城，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多措
施做好在疫情防控期间贫困
群众帮扶保障工作。

加强联系紧密摸排，保障

贫困群众基本生活。在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潘庄镇
扶贫责任不减，各帮扶责任人
不定时通过电话及时掌握贫
困户的生活及健康状况，向贫
困户宣传疫情防控知识；对孤

寡老人、留守儿童等贫困群
众，各村干部及帮扶责任人充
分履职尽责，保障贫困户吃
穿、就医等基本生活。加强信
息宣传引导，确保贫困群众稳
定脱贫。 (张博)

临清潘庄镇切实做好疫情防控期间贫困户帮扶工作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王庄集镇党委镇府注重在日
常工作中激发贫困人口的爱
心，增加脱贫积极性和主动
性，提高贫困户脱贫的质量。

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王庄集镇政府充分考虑到
贫困户这一弱势群体，发动镇
政府包村干部、村庄党员干
部，乡村医生和广大的志愿者

到贫困户家每日两次测量体
温、消毒，发放防控物资，张贴
防控疫情宣传页，讲解防控疫
情知识，让他们感受到党、政
府、社会的温暖和爱，心灵受
到感动和感化。在社会的爱中
培养爱社会，因爱社会而要减
轻社会负担，从而树立起脱贫
志向。西大张村党支部发动、
动员较好，到现在仍有5名贫困

人员坚守在防控疫情值守点，
认真负责。春天万物萌动，活
力无限，他们意气风发，要求
加入村庄山药合作社，合作社
对他们“另开小灶”，先赊给了
他们一亩地的山药种子每家
3500棵(山药段)。采访到赵大爷
时，赵大爷正在晾晒山药种
子，他一棵一棵翻弄着，小心
翼翼…… (徐永强)

莘县王庄集镇从爱贫困户中培养贫困户的爱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疫情期
间每天来家中喷洒消毒水，感谢党
和政府在特殊时期也没有忘记我
们！”王庄集镇中沙村贫困户靳同
喜感动地说。自从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以来，中沙村包村干部王洪龙和
村两委干部每日到村内贫困户家
中进行杀菌消毒工作，越是特殊时
期，越要关注贫困群众和特殊群
体，王庄集镇辖区内45个行政村包
村干部人人如此。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王
庄集镇全体干部在全力做好疫情
防控的同时，始终不忘关心贫困

户，全面摸排贫困户疫情期间生活
情况，切实做好帮扶工作。考虑到
贫困群众自身抗风险能力较弱，在
这特殊时期为保障贫困户生命健
康安全，王庄集镇全体帮扶责任人
入户走访贫困户，为帮扶对象送去
口罩、84消毒液等防护物资。

在入户走访中，帮扶责任人向
贫困户宣讲预疫情知识，叮嘱他们
加强防护意识。同时利用入户走访
的机会，采集村内外出返乡人员以
及受疫情影响的贫困户外出务工
情况，为贫困户争取镇内务工机
会，确保贫困户持续增收。 (曹松)

莘县防控不忘贫困户，共抗疫情显真情

抗疫不松劲，战贫不停步。两
个战场，都是硬仗。王庄集镇将以

“时不我待”的精神、“争先创优”的
干劲，努力克服疫情的影响，精神
和实干双“加劲”，狠抓脱贫攻坚工
作再落实。

战“疫”要打赢，战贫不能忘。
围绕“两不愁三保障”脱贫基本要
求和核心指标，王庄集镇80余名帮
包干部于近期再深入到45个行政
村对所联系帮扶的3-5户贫困户开
展了脱贫攻坚再推进再落实工作。

在走访过程中，镇村帮包干部

人员逐户逐家实地走访每户建档
立卡贫困户的生产和生活情况，认
真查阅扶贫挂历、完善扶贫日志、
讲解本户享受政策，并对每一户贫
困户的收入情况进行了具体分析，
提出“差异性”措施，确保脱贫贫困
户有脱贫路径 ;对贫困户是否吃穿
不愁，教育、医疗、住房是否得到了
保障进行了核实 ;对每一户贫困户
带去了最新的医疗、健康扶贫政策
资料并进行“手把手”讲解、“心贴
心”指导，帮助年迈体弱等贫困户
整理家庭卫生。 (许宗哲)

莘县王庄集镇80名帮包干部强化帮扶再入户

为进一步巩固提升脱贫攻坚
成果，莘县王庄集镇实施脱贫巩固
提升行动，狠抓人居环境整治，做
到有时有序，牢牢把握乡村振兴的
总要求，保持定力持续发力。

“脱贫不脱政策、脱贫不脱帮
扶”。王庄集镇在继续开展结对帮
扶的同时，不忘改善贫困户的人居
居住环境。

据介绍，乡村振兴既要打赢脱
贫攻坚战，又要接力整治人居环
境，才能让群众物质享受和精神
享受“双到位”。近期王庄集镇45

个村庄陆续开展“家家清洁、户户
整洁”、“美丽庭院”、村庄绿化和
胡同硬化行动，既改善了农村人
居环境，又助力建设了美丽乡村。
全镇45个村庄正在通过石混或砖
铺实施胡同硬化，村内大小胡同
将在全部覆盖范围之内。在2019
年村内主要道路和重要胡同已全
部实现石混硬化的基础上，目前
已砖铺达90余公里。同时结合“美
丽庭院”行动，评选五星级美丽庭
院100余户。

(许宗哲)

脱贫成果巩固提升，人居环境齐头并进

临清潘庄镇白铺村的汪
金豹是先天性失明患者，父亲
早早过世，日子过得十分艰
苦。

2013年扶贫干部了解到汪
金豹的家庭情况，将汪金豹识

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并多次
鼓励他树立脱贫信心，帮助他
参加盲人按摩培训班，经过一
段时间的努力学习，很快便掌
握了一定的按摩技艺，在按摩
馆就业。汪金豹变得开朗了，

短短一年时间，便考上了高级
保健按摩师。2018年，汪金豹开
设了自己的盲人按摩室。汪金
豹常说，别人帮助了他，他也
要学会感恩，帮助其他人。

(张博)

脱贫路上有“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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