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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4月12日下午，莘县卫生健
康局来十八里铺镇卫生院督导
健康扶贫工作。

督导组一行来到卫生院，
察看了健康扶贫的资料，详细
了解了健康扶贫工作中的各项
数据，并且就做好“互联网+健
康扶贫”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建
议。

随后督导组一行到村对贫
困户进行上门走访。曹庄目前
总人口706人，全村有65岁以上

老年人50人、高血压35人、糖尿
病13人、重精患者3人。有贫困
户6户12人，均为因病或因残致
贫情况。督导组一行遍访了 6
户贫困户，每到一户，督导组
都详细了解家庭情况、患病情
况以及救治情况。同时不断提
醒，要把公共卫生的各项工作
与健康扶贫工作融合在一起，
要高度重视贫困户在身体健
康、看病就医方面的需求，及
时了解、及时掌握，更细致的

做好各项工作，全力做好扶贫
攻坚。

据悉，此次活动是莘县卫
生 健 康 局 为 做 好 健 康 扶 贫

“见底清零”工作开展的入户
走访，旨在发现目前在健康
扶贫行业中存在的问题，进
一步的改进工作、提高贫困
户的知晓率和满意度，真正
发现健康扶贫工作中存在的
问题和不足。

(李媛媛)

莘县卫健局到十八里铺督导健康扶贫工作

高立民同志自接管健康扶
贫相关工作以来认真学习健康
扶贫工作相关政策，动态掌握
数据变化，努力掌握每一位建
档立卡贫困户的基本情况，根
据每一位贫困户的基本情况结
合家庭医生签约团队医生及包
村人员分别采取不同的措施。

他所包的宁堂村有贫困户9
户11人，患病的有9人。沈传霞，
患有脊髓灰质炎，左上肢体功

能不灵便、右踝关节外翻走路
不平稳等。在公共卫生入户体
检时又发现患有糖尿病，高立
民联系家庭医生签约团队对其
进行随访，及时拿出治疗方案，
一直血糖随访平稳。2019年，沈
传霞住院治疗，高立民及时结
合接诊医师，针对病情变化及
时调整治疗方案，后又帮助沈
传霞申请了居民慢性病。每每
提起高立民，沈传霞总是赞不

绝口。
以上仅仅是高立民同志在

健康扶贫工作中的点滴记录。
这些工作有时在白天里难以完
成，有时不得不夜间加班加点
来完成。高立民说，这都不算
啥，“不算啥”是一位扶贫一线
党员初心与使命的表达，更是
八千万奋战在扶贫一线的中共
党员同志的缩影。

(李媛媛)

这不算啥

——— 记莘县十八里铺镇卫生院扶贫专干高立民

近日，莘亭街道建立“工作
到村、扶贫到户、责任到人”的
工作机制，进一步开展扶贫攻
坚走访慰问活动。

深入村庄入户走访知民
情。全体帮扶干部在原来走访
的基础上，再一次进村入户，

“零距离”倾听群众心声，对贫
困户档案资料信息进行认真仔
细的核查，耐心细致地讲解扶
贫各项惠民政策，做到贫困户

信息了如指掌。
寻找门路倾力救助解民

难。“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
渔”，“输血式”扶贫不如“造血
式”扶贫。通过走访，有的街道
干部给贫困户送去羊、鸽子，有
的街道干部帮助他们找了一份
工作。

真情服务，爱心行动暖民
心。疫情期间，贫困户是弱势群
体，各村庄每天统计贫困户所

需，安排专人购买并配送到位。
街道帮扶干部为贫困户送去500
袋面粉，1100个口罩，各村扶贫
专干每天为贫困户家全方位消
毒一次，并帮助他们打扫卫生，
整理庭院。通过走访慰问，让贫
困人员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
关怀和帮助，增强了他们的幸
福感和获得感，也坚定了他们
脱贫致富的信心。

(亢慧芳)

莘县莘亭街道：心系扶贫，真情为民

“尤书记，你看我打扫的干
净不？我以后会不断地扫，你放
心吧！”近日，莘县莘亭马庄村
贫困户马明芳见到帮包干部尤
添一时说道。

“当时，马明芳、马明玉兄
弟两人一起居住，都未婚。马明
芳四级残疾具有行动能力，马
明玉因车祸下肢瘫痪一级残
疾，全靠低保和残疾补助过日

子，生活异常贫困。”尤添一针
对两人不同情况分别制定了具
体帮扶措施。由于马明芳需要
照顾卧床的弟弟，劳动能力也
欠缺，特制定了家庭养殖计划。
自己出资800元购买绵羊一只，
又协调企业扶助一只绵羊，并
带去慰问金500元。养了几个月
后，绵羊下崽时，由于马明芳本
人对养殖技术一窍不通，致使

小羊羔都没成活，尤添一了解
情况后又请专业人员对马明芳
进行指导。现在，马明芳的羊圈
里存栏近20只，实现了从贫困户
到养殖大户的华丽转身。

“现在，他每年能卖七八只
羊羔，加上低保收入，残疾补贴，
还有医疗保险，不仅摆脱了贫穷
的困扰，还能算得上养殖大户
了。”尤添一介绍说。 (亢慧芳)

莘县莘亭贫困户变身养殖大户

为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收
官战，近日，张寨镇利用“三精
工作法”，扎实开展贫困户遍访
活动，切实补短板、强弱项、促
提升。

精心组织实施。由科级干
部带队，抽调8名业务精、素质高
的机关干部，成立4个贫困户遍
访工作专班，对全镇280户贫困
户每周遍访检查一次。遍访期
间，镇党委书记亲自指挥，各管

区书记、村支部书记、扶贫专干
和镇帮包干部全程参与。

精细发现问题。为确保遍
访检查实效，该镇制作专门的
遍访台账，各工作专班对照台
账，深入每户贫困户家中，详细
询问他们情况。对检查情况和
问题，分类别、分部门登记在
册，每天一汇总、每天一通报。

精准整改提升。坚持分类
施策、精准整改原则，对检查反

馈的环境脏乱差等能够个人解
决的问题，要求镇帮包干部、村
扶贫专干限时整改到位；对慢
性病办理、房屋修缮粉刷等非
个人能力解决的问题，汇总后
由城建、卫生等部门集中限时
办理。对问题整改情况，由镇纪
委牵头定期进行“回头看”，凡
整改缓慢、敷衍了事的镇村干
部，严肃追责问责，坚决夯实脱
贫攻坚基础。 (卜祥元)

莘县张寨镇“三精工作法”遍访贫困户

杨官屯乡结合美丽庭院创
建，针对各村的“双洁行动”的短
板，精准提速，精细落地，坚决完
成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目标任务，
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为决战脱贫攻坚提供有力支
撑。

自开展“家家整洁、村村清
洁”自主治理行动以来，胡杨村
成立督导小组，入户督促整改，
帮助老弱病残为主的贫困户清
理房前屋后废弃堆积物及卫生
死角，保持居室、庭院整洁，传递
积极阳光的正能量。帮助他们解
决当前生活中遇到的各种现实
问题。引导贫困户树立“扶志扶
智”的思想观念，使他们树立脱
贫攻坚的信心。

茌平区杨官屯乡：

“双洁”行动助力脱贫攻坚

受疫情影响，今年各地学校
春季延期开学，杨官屯乡联合校
在杨官屯乡党委政府的大力支
持下，精心安排，组织开展“助精
准扶贫，送教育上门”活动。

杨官屯乡中心小学在扶贫
送教的同时，给贫困孩子带去了
学习用品，用实际行动为困难学
生开启一片阳光天地，让他们重
拾生活信心，勇敢生活，更给这
些孩子的家庭带去了信念和温
暖。一点一滴的积累，加之坚持
不懈的努力，这些孩子定能守候
到最好的自己。

茌平区杨官屯乡：

助精准扶贫，送教育上门

“看病报销了吗？最后自己
花了多少钱？”“帮扶责任人是谁
啊？经常过来吗？”最近下村入户
便是杨官屯乡党委书记何宁工
作的常态。每到一户，她都会认
真查看贫困户“两不愁三保障”
情况。通过与贫困户深切交谈，
掌握他们的真实情况和现实需
求，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乡
党委书记何宁、乡长贾国军带头
高标准、严要求开展脱贫攻坚遍
访活动，其他班子成员分组、分
片下沉，开展拉网式遍访行动，
所有帮包责任人、扶贫专干到村
到户开展帮扶活动。

茌平区杨官屯乡
开展高标准、严要求
脱贫攻坚遍访活动

“建了新房子，我现在不愁
吃不愁穿，过得好。”杨官屯乡小
范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刘玉年
说，84岁的刘玉年老人是一名老
兵，他77岁的妻子胡素争也是体
弱多病，无劳动能力，夫妻二人
均享受低保。为打赢脱贫攻坚
战，杨官屯乡将帮扶责任人自
查、领导班子分组访、党委政府
主要负责人入户查深入结合，加
大问题排查力度，建立问题台
账。每天下午5点定时召开脱贫
攻坚碰头会，确保问题解决到
位，见底清零。

扶贫路上，杨官屯乡全体人
员坚持问题导向，在一线发现问
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确保脱
贫攻坚工作务实、脱贫过程扎
实、脱贫结果真实。

“感谢乡领导帮我找到一份
工作，有了这份工作，我就能在
家门口干活挣钱了。”家住杨官
屯乡窦于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李克岭解决了一件烦心事。疫情
期间，李克岭无法外出，也无其
他门路，杨官屯乡扶贫办结合窦
于村实际，帮他安排了一个保洁
岗位，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

一人就业，全家脱贫，增加
就业是最有效、最直接的脱贫方
式。截至目前，杨官屯乡已组织
安置了2批环卫保洁等公益性岗
位，对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的贫
困户优先安置，对无业可扶、无
力脱贫、无法离乡的贫困劳动力
托底安置，确保贫困户的基本生
活有保障。

茌平区杨官屯乡优先安置

贫困户申报公益性岗位

2020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收
官之年，广大的扶贫干部坚韧不
拔，齐心协力，做出了坚强的努
力，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做到了

“脱贫攻坚不辱使命”。
临清市松林镇海军张村扶

贫专职张清林是一名近70岁的
老党员，党龄20年，任村委委员20
多年，负责全村的46户贫困户的
帮包工作。张清林心系贫困户，
几乎天天都到贫困户家里去走
访，哪一家的情况他都了如指
掌，张清林常说的一句话是，好
记性不如烂笔头。他随身携带一
个小日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满
了他的扶贫走访日记，每走访一
户，他都做好记录，以便实时掌
握情况。

百姓的信任，群众的期待就
是力量的源泉，扶贫一线的干部
用自己的行动、用无数个奋力拼
搏的日日夜夜，践行了什么是党
性、什么是责任、什么是人民的
公仆。

(张博)

小日记本里满满的牵挂

扶贫路上显担当

茌平区杨官屯乡确保

精准扶贫工作“三实”

挂失声明
王相迎，医师执业证书不

慎 遗 失 ，证 书 编 号 ：
110371500007673，声明作废。

挂失声明
代思玲，护士执业证丢失，

证书编码：201637014029，声明
作废。

挂失声明
代思玲，护师资格证丢失，

证书编码：20181381700220300071
声明作废。

近日，姜楼镇坚持一手抓疫情
防控，一手抓脱贫攻坚，始终保持攻
坚态势，强化责任落实，咬定目标、
一鼓作气，查缺补漏、接续奋战，高
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收官之战。

组织镇、村干部在做好自身
防护的前提下，对所有建档立卡
贫困户进行遍访，查找短板，制
定一户一策、一村一方案补短板
措施。以问题风险户为重点，按
照“两不愁，三保障”要求，逐户
排查是否存在应享未享政策、脱
贫达标情况等，及时调查申请，
面对面、点对点解决问题，提高
脱贫成效。成立八个督导组，针
对贫困户住房安全和居住环境
全面排查，制定问题台账，发现
问题明责到人即时整改。

(庆科)

东阿姜楼镇

对贫困户进行遍访

科技特派员进驻东阿姜楼镇13个贫困村

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果，姜楼
镇成立了以荣康石磨面业技术人
员为成员的科技扶贫服务队，本
着“脱贫不脱帮扶”的原则，对该
镇原省定13个贫困村派驻科技特
派员，加快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步

伐，补齐脱贫攻坚弱项短板，确保
脱贫村产业健康持续发展。

4月8日，姜楼镇邀请县科技
局，联合荣康石磨面业科技扶
贫服务队召开科技扶贫致富带
头人培训班暨小麦中后期管理

培训班。对推进农业产业化、培
养农业技术人才及国家的农业
政策等方面为群众们进行了宣
讲，并指导农民进行春季麦田
管理，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庆科)

东阿鱼山镇进村入户

摸排重点领域线索

近日，东昌府区凤凰工业园
组织召开扶贫政策专题培训会，
全体帮扶责任人参会学习。

会上，园区负责人对扶贫政
策、“两不愁三保障”、“双提升”
等工作进行全面、细致的讲解，
进一步明确了扶贫保障等各类
优惠政策，对到户帮扶手册中的
重点和易错点进行强调和解读，
园区成立的专班对各村贫困户
检查结果每天进行了通报。

当前扶贫工作进入关键时
刻，全体帮扶责任人要把扶贫政
策吃透，认真落实，切实摸清贫
困户家中实际情况，对贫困户帮
扶工作做到精准精细，确保高标
准、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工作任
务。 (广顺)

真情关爱贫困户

扶贫济困情更浓

近日，东阿鱼山镇纪委进村入户
摸排重点领域线索，尤其对惠民政策
落实、村务公开、贫困户情况情况进
行详细了解、摸排。图为4月3日，鱼山
镇纪检干部在张坊村张士桐家了解
情况。

(庆科 张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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