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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 记 者 上 壹 点

重点

聊城基层一线“科协人”的战“疫”时刻———

他用奉献和担当筑牢科普宣传防控网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王尚磊

他是防疫战线中的幕后工作者，默默付出却也别样精彩。尽管比不上冲锋陷阵的医务工作者、比不上夜以继日坚守一线线的防控工作者。作为一名平凡
的科普工作者，在这场与时间赛跑，与疫魔较量的战役中，聊城市科协干部潘希强勇担科普重任，迅速投入到没有硝烟烟的战场，织起一张张科普战疫“防控
网”，及时为百姓提供权威、准确、科学、贴心的科普信息，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科普力量。

当好任务落实的“践行者”

潘希强自2019年11月份来到
市科协工作后，根据安排，负责
科普和新闻宣传等具体工作。疫
情防控科普先行，市科协是疫情
应急科普工作的主要部门。疫情
防控初期，正值春节假期，他积
极响应号召，主动放弃假期，对
组织和领导安排的工作，不折不
扣坚决完成，加班加点先后起草
了《聊城市科协开展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应急科普工作方案》
等材料。

在防疫期间主动开展应急科
普，指导公众科学有效抗疫。积极
建言献策，当好推动防疫工作的
参谋员。联合团市委在全市中小
学生中开展“传播科学知识、助力
科学防疫”主题科普作品征集活
动，培养学生讲科学、爱科学、学
科学、用科学的意识，以学生带动
家长，增强学生及家庭科学防疫
能力，在助推全市疫情防控工作
中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当好防疫工作的“宣传员”

和病毒赛跑，和时间赛跑，及
时让百姓了解了权威的防疫知

识，就会让更多家庭受益，让社会
受益。他注重方法创新，注重媒体
融合报道；加大权威科普信息发
布力度，加强疫情防控知识宣传
解读。1月21日在公众号发布了

《新型冠状病毒，到底有啥不一
样？这篇科普全讲明白了…》推
文，开始了疫情科普宣传的序幕。
积极动员全市3000多名科普志愿
者用好“科普中国”等平台提供的
内容，通过朋友圈进行广泛传播，
精准推送有效延伸疫情防控科普
知识的传播半径。

时刻关注社会关切问题，通
过增强应急科普宣传实效，随时
对谣言进行反击，居民足不出户、
随时随地就可以获取最新科普知
识。截至3月初，共在网站发布及
转发相关科普文章80多篇，公众
号推文130多篇，上报省科协等部
门各种材料50多篇。起草《聊城市
科协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倡议书》，
号召全市科技工作者等投入疫情
防控宣传工作中。认真搜集总结
疫情期间科技工作者的先进事
迹，先后推送了《水城最美科技工
作者的防疫情怀》、《科技工作者
疫情面前勇担当》等文章。

当好防疫工作的“示范员”

坚持线上科普和线下科普一
起抓。疫情之初，他和同事到铁塔
商场、公交站牌等人流量密集地
区发放新冠肺炎防控宣传彩页；
疫情防控期间，先后于2月17日在
单位领导带领下，到市科协驻地
水韵社区发放《科学防护疫问医
答》宣传挂图和《科学防护战“疫”
必胜》宣传折纸；3月3日，进村入
户，到田间地头，到双联共建村开
展防疫物资捐赠和复耕复产调研
等工作。3月12日-13日，到“四进”
攻坚工作组服务指导的张炉集镇
李双阵村及新区街道华府社区、
文锦苑社区开展防疫物资发放及
疫情科普宣传活动。

“这些是我应该做的，比起那
些冲锋在一线的医护人员，我做
的这些不算什么。”作为一名党员
干部，他冲在前、做表率，带头学
好用好疫情防控科学知识。

他热心科普、投身科普、创新
科普。潘希强表示，将继续按照“疫
情不解除，科普不掉线”的要求，做
好疫情防控知识的科普工作，为企
业和群众复工复产提供科学指导。

潘希强向市民发放新冠肺炎防控宣传彩页。

3月25日，全市脱贫攻坚档
案管理工作现场推进会议在茌
平区召开，市扶贫开发办党组
副书记、副主任姚炳辉出席会
议并讲话，会议严格落实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有关措施，切实

做好消毒通风、体温检测，组织
参会人员分批次现场参观档案
整理情况。

参会人员首先现场观摩了
茌平区乐平铺镇和茌平区扶贫
开发办机关脱贫攻坚档案，随

后在茌平区扶贫开发办召开会
议。会上，茌平区区委常委、组
织部长张亚致辞，4个县(市、区)
扶贫开发办作了交流发言，市
委办公室档案管理科负责同志
进行了业务指导。

聊城市脱贫攻坚档案管理工作现场推进会议在茌平区召开

2020年3月25日，聊城市脱
贫攻坚档案管理工作现场观摩
组走进乐平铺镇观摩档案管理
工作。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
副书记、副主任姚炳辉，市扶贫

办综合协调部部长任广忠，茌
平科技副区长张春兰参加观摩
活动。

姚炳辉一行先后来到乐平
铺镇实地查看了解脱贫攻坚档

案资料规范化管理等情况，详
细听取了该镇负责人脱贫攻坚
档案资料规范化管理工作情况
汇报。并对该镇的档案管理工
作给予充分肯定。

全市脱贫攻坚档案管理工作现场观摩组走进茌平乐平铺镇

2020年是扶贫工作的验收
年，振兴街道的帮扶责任人不
定期地走访入户，力争把扶贫
工作圆满完成。

帮扶责任人为建档立卡贫
困户宣传扶贫政策，具体了解

困难户家庭的生产生活状况，
切实把脱贫攻坚工作做实、做细；
再次对脱贫攻坚工作进行大排
查，举一反三，全面做好工作提
升；在疫情防控期间，在确保安全
的情况下，叮嘱贫困户勤洗手、勤

通风，保持良好的环境卫生。
振兴街道的帮扶责任人不

辞辛苦，加大走访次数，认真对
待贫困群众的每一个小问题，
确保振兴街道脱贫攻坚工作圆
满收官。

茌平振兴街道：确保脱贫攻坚工作圆满收官

为更好地深入贯彻落实
省、市、区精准扶贫工作，切实
加快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进程，
促进贫困户脱贫致富奔小康，
茌平恒信铝业有限公司给予振
兴街道米庄村贫困户扶贫帮

扶。
茌平恒信铝业在贫困群

众自愿的原则下，优先安排贫
困户工作，增加贫困户的收
入，在帮扶期间提供相应的技
术培训，对贫困家庭中的孩子

进行教育帮扶，争取顺利完成
学业，优先提供在本公司就
业，每年支付帮扶贫困户3600
元。企业帮扶为保障贫困群众
长期稳定脱贫贡献了自己的
力量。

茌平区振兴街道：企业帮扶贫困群众长期稳定脱贫

2020年3月中旬，振兴街道
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徐
鹏走访赵屯社区建档立卡贫困
群众。

徐书记来到贫困户家中，
询问贫困户的情况，查看扶贫

之窗，帮包责任人以及扶贫专
干的走访日志，并询问村书记
是否熟知贫困户的家庭情况。
嘱咐贫困户保持环境卫生，询
问贫困群众是否有实际困难。
徐书记强调要掌握贫困群众的

真实情况，及时解决生产生活
中遇到的问题，积极应对各种
突发情况，全力保障好贫困群
众的基本生活，让贫困群众感
受到党和政府带来的温暖。

(张绚)

茌平区振兴街道：脱贫攻坚在路上，走访入户暖人心

蒋官屯街道为保障疫情防
控期间各项扶贫工作落地落
实，开展了“电话随访暖心”活
动。全街道128名结对帮扶干
部对挂包的324户贫困户再次

统一电话随访一遍，对贫困户
嘘寒问暖，宣传防疫基本知
识，了解他们近期身体生活状
况，同时对于电话中贫困户反
映的困难和诉求，帮扶干部做

好记录，及时上报相关部门，
街道相关部门根据问题实际
情况采取相应帮扶措施，做到
精准施策。

(贾伶玲)

聊城开发区蒋官屯街道：疫情期间全力保障贫困户日常生活

“大娘，家里锁着门，你去哪里
了？这么危险的时候尽量不要外
出。”广平乡机关干部韩霜霜站在贫
困户家门口给贫困户打电话问道。
过了一会，贫困户回来了，她给帮包
干部解释说：“现在正是干农活的时
候，你大爷去东边地里修理那几棵
树去了，我刚才去打听化肥的价格

了。国家这么照顾我们，我们自己也
得争气，挣一分是一分，我们也想减
少国家负担，做好自己的事情，在疫
情战争中也算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
量。”机关干部听到这里感到非常欣
慰，他的帮包工作没有白做，贫困户
不仅在物质上实现了脱贫，也在精
神上实现了脱贫。

聊城开发区广平乡春耕中的贫困户身影

近日，广平乡的贫困户和帮包
干部陆续收到开发区社保处委派的
第三方的回访电话。他们详细询问
了贫困户养老保险、特惠保险、住院
报销等的落实情况，在关心关爱贫

困户健康及各项资金落实情况的同
时，督促帮包责任人及时关注贫困
户的家庭状况，也为社保部门进一
步完善自身工作提供案例及数据支
持。

聊城开发区电话回访为扶贫保驾护航

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蒋官屯扶贫
干部坚持抗“疫”与扶贫同步推进，用责
任和爱心编织出一张极具韧性的大网，
守护着贫困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全面启动“网络互联，无缝帮扶”。同

时，他们还利用微信视频的方式，与贫
困户进行沟通关怀，开展防疫知识宣
传，指导其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做到

“不出门、少串门、不聚集”。这些措施强
有力的推动抗“疫”、扶贫同步进展。

聊城开发区蒋官屯街道抗击疫情不忘扶贫

蒋官屯后屯村的随大娘今年78
岁了，因患脑出血导致本人行动不
便，因此跟着儿子、儿媳住。近年来
因儿子、儿媳学会了包包子、大娘帮
着摘菜，日子越过越好，因此大娘从
贫困户变成了一般户。她用自己勤

劳的双手，靠卖包子脱贫致富。诸如
此类靠自己的双手摆脱贫困的事例
还很多，蒋官屯因势利导，加大宣传
力度，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鼓励贫
困群众以梦想为帆，奋斗为桨，过上
美好生活。

聊城开发区蒋官屯街道贫困户靠自己的双手实现稳定脱贫

蒋官屯街道桑海村土地增减挂
项目，以增减挂钩为核心，根据精准
扶贫相关政策，在充分尊重民意的基
础上，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具有针对
性的支持政策，实现各项措施的统筹
推进，得到了桑海村群众的集体认

可。其中桑海村8户贫困群众更是根
据相关搬迁政策，给予相应补偿，全
部享受到土地增减挂钩带来的好处，
大大改善了生活环境，提高了生活质
量，使助力精准扶贫工作在城乡建设
用地增减挂钩中得到有效落实。

聊城开发区蒋官屯街道土地增减挂助力精准扶贫

“嫂子，我给你念念这
些惠残项目，你看看你都知
道 不 ？重 度 残 疾 人 护 理 补
贴、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广 平 乡 坚 持 做 到 疫 情 防 控
与 脱 贫 攻 坚 两 手 抓 、两 不
误，不断巩固取得的成绩，
广 平 乡 所 有 贫 困 户 帮 扶 责

任人齐上阵，到残疾人家里
开展政策落实“大调查”，保
证春暖花开的同时，扶贫工
作再添新作为。

聊城开发区广平乡：残疾人贫困户惠残政策落实“大调查”

东昌府区沙镇中心幼儿园举行开学疫情防控演练
为贯彻落实省、市、区关于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要求，科学、规范、
有序开展幼儿园疫情防控工作，切实
提升幼儿园应急处置能力、处置效
率，切实保障全园师生的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沙镇中心幼儿园于3月22

日开展了春季开学模拟演练活动。
演练分为入园环节、日常活动

环节、离园环节。参加本次活动的除
了幼儿园全体工作成员，还有学区
各兄弟单位和民办园的园长进行观
摩。 (张红 王金娟)

聊城开发区广平乡开展新一轮扶贫“自查”
今年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开发

区广平乡将脱贫攻坚工作作为全乡工作
的头等大事，高度重视，开展了新一轮的
扶贫“自查”，全力迎接省市区验收评估。
各社区按照要求，迅速行动。扶贫办工作

人员逐个社区进行扶贫手册及帮扶记录
本等材料的检查工作。检查时，帮包责任
人务必在场，做好解释工作的同时，又一
次熟悉贫困户的具体情况，加深印象，
方便更好地为贫困户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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