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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蒋官屯街道———

按下复工快进键，战“疫”发展两不误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超 通讯员 宋瑜 贾伶玲 吕加妮

连日来，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蒋官屯街道在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统筹抓好农业生产，持续巩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目前，
蒋官屯街道致力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着力抓实抓细各项工作，不负春光，与时间赛跑，确保各项工作取得实效，坚坚决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的双胜利。

全力护航企业

全面复工复产

“你帮扶的企业有没有遇到
什么困难？”“我帮扶的山东瑞钻
工程装备有限公司企业，目前有
60人复工，酒精、84消毒液这些防
疫物资储备基本满足使用需要，
但要应对接下来的进一步复工复
产，口罩储备还是很有压力。”“五
加二、白加黑”，为做到疫情防控
和企业复工复产“两手抓、两手
硬”，目前这样的对话在蒋官屯街
道成为常态。

主动作为，全力护航企业复
工复产。蒋官屯街道成立工作专
班，组建涵盖1000余家企业的“防
疫工作企业群”，分享正规有效的
防疫物资购买信息80余次，已有
超过300家企业通过微信群中共
享的信息成功购买到上千件防疫
物资，加强了复工复产企业要素
保障，有力解决了企业物资储备
不足的突出问题。

据统计，蒋官屯街道复工复
产企业有2600余家，复工人员达
16000余人，复产率达到100%。街
道帮扶干部严格按照《复工复产
企业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手册
(试行》要求，监督、协助企业定时

定量为作业工人发放口罩并及时
排查库存量，指导企业做好预防
性消毒等工作，确保帮扶落地有
声，真正给企业复工复产注入“强
心剂”、吃下“定心丸”。

不误农时推进

农业生产工作

眼下，在蒋官屯街道前铺村，
绿油油的麦苗一望无垠，农民们
散在田间紧张忙碌，上演着一幅
生动的“春作图”。“现在村民对疫
情防控放心了，三三两两隔离开
愿意出来干活了。”站在田间，前
铺村支部书记袁兆河向记者介
绍。

据了解，蒋官屯街道积极营
造良好的农业生产氛围，利用广
播、微信，组织志愿者等大力宣传
科学防疫、科学生产，在做好个人
防护的前提下，积极引导农民避
免人群聚集，错时下田，错峰作
业，从源头上避免人群聚集；街道
加强农业生产技术指导，通过网
络视频等技术培训方式，发动村
民适时进行全面春灌，积极施肥
防治病虫害，确保农业生产工作
安全顺利进行。

同时蒋官屯街道拓宽通道确
保供应，多措并举保障农资正常

供应流通，为避免村民外出、集
聚，同时保证物资供应正常，街道
要求村民需要的化肥、农药等物
资直接在微信群进行各户需求数
量的登记，全村集中统一购买，直
接送到田间地头。

进一步巩固

脱贫攻坚成效

“大娘，在家吗，我来给你送
口罩了。”3月9日，社区干部孟庆
鹏来到了常年独居在家的张进英
老人家中，“知道您最近的口罩快
用完了，我代表村里来给您送点
消毒酒精、口罩。”

蒋官屯街道对辖区内贫困群
众再梳理、再分析、再行动，进一
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效，夯实乡村
振兴基础。充分发挥社区、农村的
工作优势，明确一名社区扶贫专
干，专门负责辖区内贫困村民疫
情期间的生活起居，并发动党员
干部、爱心志愿者捐赠蔬菜1300
斤，口罩3500余个、消毒粉900余
袋，为贫困户送上了一份份防疫

“应急包”。
街道详细了解贫困户务工意

愿、就业需求后，充分发挥辖区企
业多的优势，扎实推进“企帮户”
工作，鼓励企业提供就业岗位，并

及时为群众办理健康证。据统计，
街道已帮助30多名贫困群众顺利
就业，先后为108名贫困户进行了
农业复产指导，确保了贫困户全
部实现复产。

精准扶贫的关键是产业扶
贫，街道发展雅禾樱桃大棚和花
卉大棚项目，以收益保增收，并以

“扶贫车间”为促就业主渠道，变
“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转
化，引导和激励贫困群众发扬自
力更生精神，切实增强贫困群众
内生动力。

街道党工委领导为企业讲解复工复产注意事项。

前铺村，当地村民正在春灌施肥。

在抗疫特殊时期，临清为
解决扶贫蔬菜大量囤积销售
难，居民买菜难的问题，在网
络成立“临鲜生”平台，让蔬
菜从扶贫基地快速、直接的
进入到千家万户。市扶贫办

与新媒体协会合作发起“临
鲜生”爱心扶贫活动，从商议
到启动项目，仅用五天时间，
完成“临鲜生”平台建设、渠
道对接及商品上架，在消费
者和扶贫基地间搭建了“菜

篮子”供需桥。下一步，“临鲜
生”电商平台将进一步整合
蔬菜资源，聚焦打造农产品
特色品牌，促进扶贫消费，助
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李临平)

临清市发起“临鲜生”扶贫抗疫

3月18日，为深入贯彻落实
脱贫攻坚“不漏一村不落一人”
的要求，根据市扶贫开发领导
小组安排部署要求，戴湾镇展
开遍访贫困户行动。利用三天
时间，以管区为单位，科级干部

带队分为四组，对全镇903户建
档立卡贫困户和5户即时帮扶
户进行遍访活动。通过此次全
方位、无死角的遍访活动，既加
强了脱贫攻坚政策宣传、夯实
了帮扶责任，摸清了帮扶政策

落实情况，完善提升了档案资
料质量，又对帮扶责任人起到
了督促作用，确保“真扶贫”和

“扶真贫”，为下一步更好的完
成脱贫攻坚工作打下了坚实基
础。 (李临平)

临清戴湾镇攻坚战决胜在际，扶贫遍访暖民心

为进一步打牢帮扶基础，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近日，临清
八岔路镇开展“遍访贫困户”活
动，解决好服务群众“最后一公
里”问题，做到不让一户贫困户
在脱贫路上“掉队”，巩固提升

脱贫成效。
八岔路镇党委书记张勇强

调，以此次遍访为契机，倾听群
众意见，为外出务工人员提供
帮助。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实
施相应的帮扶措施，并确保帮

扶措施落实到位 ;并积极引导
贫困户激发自身发展动力，自
强不息，增强自主脱贫意识，使
帮扶工作更加精准、效果更加
显著。

(李临平)

临清市八岔路镇遍访贫困户“吃透民情”促脱贫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
在临清戴湾镇景庄村抗疫志愿
者队伍中有这么一类特殊人
群，他们是村里的建档立卡贫
困户，在疫情防控工作严峻的
情况下，他们没有袖手旁观，纷

纷加入到志愿者队伍，为打赢
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了一
份特殊的力量，为全村群众作
出了表率。

疫情无情人有情，在疫情
防控的关键时刻，还有不少的

贫困户，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
式参与到这场没有硝烟的防疫
战中来，自觉主动宣传政策，居
家隔离，互帮互助，为疫情防控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李临平)

患难与共见真情 贫困户助力疫情防控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
莘县徐庄镇统筹兼顾，详尽部署，
一手抓脱贫攻坚，一手抓疫情防
控，帮助辖区农业、企业复工复
产，坚决打赢“战贫”、“战疫”两场
战役。

在徐庄镇徐庄村的扶贫大棚
内，女工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忙
中有序工作着。同时，镇扶贫办积
极联系企业助力产业扶贫，提供
扶贫岗位。去年七月，徐庄镇安排
贫困户王玉喜做一名环卫人员，
吃住不愁，每月1000元左右的工
资，这让王玉喜十分的开心，“这

边工资待遇还可以，我每天能照
顾家里的老人也不错，最重要的
是离家很近。”现在，该镇有三名
贫困户长期当环卫工人，还有五
到六名贫困户每周定时定点的来
扶贫大棚当钟点工，从而实现了
增收和家庭兼顾。

2020年是脱贫攻坚战的决胜
之年，徐庄镇将在扎实做好疫情
防控的前提下，统筹做好脱贫攻
坚工作，确保疫情防控不松懈、脱
贫攻坚不断档、帮扶力度不打折，
让防疫不误生产，脱贫不负春光。

(曾祥辉)

莘县徐庄镇防疫扶贫两不误

近日，莘县徐庄镇村民拉开
了春耕春播的序幕。田间地头到
处是一片忙碌的景象：农耕机“突
突”地耕地作业；村民们在耕好的
土地上打窝播种；这里群众在给
小麦施肥，那边忙着浇水；挖坑植
树，路树涂白……帮扶干部们亦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也深入田
间地头，助力春耕生产，助推贫困
群众脱贫致富。

一年之计在于春，农作物种
植在于勤。扶贫办与村干部也纷
纷行动起来，挨家挨户走访贫困
户，宣传精准扶贫的相关政策，进

一步了解他们的具体情况，拉出
问题清单，安排专人负责落实，及
时帮助困难群众解决春耕春播期
间的实际困难。

“当前正是春耕备耕关键时
节，我们要积极引导村民特别是贫
困户尽快把前胡播种下去，‘人误
地一时，地误人一季’的现象绝不
允许在贫困户中发生。”分管书记
刘连魁说。疫情防控要做实，春耕
生产要做细，在做好个人防护的前
提下，坚持不出村，有序下地，分散
干活，人员不聚集，抓紧抓好农业
生产和农作物管护工作。(曾祥辉)

莘县徐庄镇帮扶贫困户春耕生产

2015年临清景庄村被定为省
级贫困村，在村支部书记和驻村

“第一书记”带领下多番考察，与
临清华星皮革厂达成合作意向，
投入扶贫资金9万元，成立了扶贫
项目良恒服装加工厂。从事皮革
手套加工的工人主要来自景庄村
建档立卡贫困户，效益覆盖了30户

贫困户。截至目前，良恒服装加工
厂经营良好，效益稳定，为本村贫
困户增加就业岗位的同时，每人
每月增加收入2000元左右，每年还
拿出7200元效益分红，为贫困户发
放。经过一系列的帮扶措施，景庄
村原118户贫困户已经全部脱贫。

(李临平)

扶贫项目助力 脱贫攻坚显成效

“体温36 . 4度，可以进来上
班……”近日，莘县张寨镇三合
村的“扶贫车间”门口，负责人
贾九灵正忙着为上班员工消
毒、测量体温。而车间内，机器
轰鸣运转，10多名工人热火朝
天的生产作业。

“年后疫情影响，我们车间
停工了一段时间。前几天接到
复工通知后，我立即联系好了
工人，并与寿光的一家企业签

订了供货订单。现在返岗的员
工16人，都是周边村庄的群众，
每人每月工资3400元左右。”贾
九灵介绍。

据了解，张寨镇共有镇级
扶贫项目2个、村级扶贫项目13
个，每年产生扶贫收益64 . 95万
元，在为全镇283户贫困群众提
供稳定收益分红的同时，还可
安置就业230余人。疫情防控期
间，为确保扶贫车间正常运转，

保障工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生命
安全，该镇专门成立了工作组，
一对一指导帮助各“扶贫车
间”、扶贫项目，做好防疫物资
储配、返岗人员培训、应急预案
制定等工作。明确专人对车间
厂房每天4次全面消毒、对员工
每天2次测量体温，并严格落实
进出登记、错峰生产、佩戴口罩
等措施，切实筑牢安全生产“防
护墙”。 (卜祥元)

莘县张寨镇“扶贫车间”忙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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