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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路边坡草木起火，烟雾蔓延

高速巡逻交警变身“消防员”

本报聊城5月19日讯(记者
李怀磊 通讯员 武英杰)
5月17日中午12点半左右，聊

城高速交警支队高唐大队值班
民警在青银高速巡逻时发现，
一处路边坡草木起火，烟雾已
蔓延到高速公路上，随时有可
能导致驾驶员视线受阻而引发
交通事故，情况十分紧急。

面对此情况民警立即开启
警报器，做好安全警示并联系
消防人员。随后，民警拿出灭火

器、铁锨、扫帚等工具进行灭
火。经过半小时的努力，最终顺

利将火扑灭，确保了道路的安
全、有序、畅通。

聊城高新区顾官屯镇大张
村响应高新区“整治村庄环境

建设文明乡村”的号召，积极
开展胡同硬化和村庄绿化工
作。党员干部群众齐上阵，在这
些忙碌的身影中，有两张特殊
的面孔，他们就是建档立卡贫
困户张兴标和张培月。

“国家照顾俺这么多，帮村

里干这点活不算啥。”张兴标一
边平着路肩一边说道。据了解，
张兴标的妻子是一名智力残疾
人，随着年纪渐大，自己本人又
患上了高血压、高血脂等疾病，
劳动能力降低，在唯一的女儿
外嫁后，家中生活开始变得困
难。村“两委”了解到情况，第一
时间帮他申请办理了低保户。

自从享受了低保政策，夫妻俩
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60多岁
的张兴标有了笑模样，对生活
也再次有了信心和期盼。但他
始终心怀感恩，每次村干部、镇
上帮扶干部到他家去，他都像
待亲人一样热情。村集体有什
么活动需要人手，只要他听说
了，也总会积极主动要求参与。

聊城高新区顾官屯镇：脱贫不忘报党恩 环境整治添助力

为扎实做好脱贫攻坚工
作，确保贫困群众实现长期稳
定脱贫，避免贫困群众返贫，按
照高新区扶贫办统一安排部
署，顾官屯镇开展贫困户收入
预评估工作。

此次收入预评估的时间段

为2019年10月1日-2020年6月30
日，帮扶责任人通过与贫困户
面对面交谈，详细询问每个贫
困户家中的务工人数、收入与
支出、政策补助等情况，并对照
各项收入银行流水账单，核算
收入是否能达到脱贫标准，对

收入低于4500元、未达到稳定
脱贫线的，实行重点关注。由镇
扶贫办进行汇总分类后，通过
与管区、村、帮扶责任人等共同
研判分析，提出有针对性的帮
扶意见和措施，确保贫困群众
实现长期稳定脱贫。

聊城高新区顾官屯镇：开展贫困户收入预评估 打好增收措施提前量

为彻底解决困难群众“两
不愁三保障”问题，针对辖区贫
困户中老弱病残人员较多、环
境卫生条件差等问题，东昌府
区柳园街道将全面查找问题短
板，全力以赴抓好问题整改。

对建档立卡贫困户逐户
逐项过筛子，重点核查老旧

危墙、电线杂乱不整、环境卫
生较差、走访不到位等情况，
对发现的问题，能现场解决
的，立即予以解决，受政策限
制当场解决不了的，做好记
录，形成台账，逐项明确整改
责任。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遍访对应村居内所

有贫困户，走访过程中摸透
贫困户基本情况，提高帮扶
精准度。通过增设公益岗位、
引导企业招录等，为贫困劳
动力创造就业机会，确保贫
困群众达到稳定脱贫标准，
提高群众满意度。

(戴金喜)

东昌府区柳园街道办事处扶贫整改补短板促提升

“别看孙书记来的时间不
长，俺村里的群众都拿他当
自家人，只要碰见，有事没事
就愿意和他聊家常……”高
唐县姜店镇后刘村党支部书
记于庆华这样评价驻村第一
书记。

后刘村是省定贫困村，
经济基础薄弱。2 0 1 9年 6月，
经市委组织部安排，聊城财

经职业学校与后刘村成为双
联共建单位，派孙敬磊同志
为第一书记驻村开展工作。
驻村两个月，为后刘村争取
到上级财政资金6 . 7万元，用
这笔资金将所有的胡同进行
了地面硬化，让村民们告别
了晴天一脚土雨天一脚泥的
历史。疫情期间，在防控物资
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孙书记

为村里送来了60瓶消毒液和
600个口罩，解了村里的燃眉
之急。

4月 5日，孙敬磊听说贫
困户潘振海需要去医院做残
疾鉴定时，开着自己的车，载
着潘振海到高唐县人民医院
做了残疾鉴定。三天后，孙敬
磊亲自将残疾证送上门。

(王树平 刘传伟)

高唐姜店镇：贫困户信任的“第一书记”

为切实做好省委专项巡视
扶贫检查工作，阳谷县闫楼
镇党委、政府通过“召开培训
会、组建考核专班、反馈考核
结果”三项措施，切实提高迎
检质量，顺利通过考核验收。

召开迎检培训，做好各
项指标解读。多次召开迎检
工作培训会，对“两不愁三保

障”各项指标进行深入解读，
进一步加强干部业务能力，
切实提高思想认识。

组建考核专班，进村入
户掌握实况。深入贫困户家
中，通过实地查看扶贫手册、
现场询问等，真实了解贫困
户 帮 扶 状 况 和 脱 贫 真 假 情
况。

反馈考核结果，再进一
步查漏补缺。依据考核细则
对考核村进行评分，扶贫办
将各村得分情况进行通报，
将扣分原因反馈给村。各村
在通报中提高认识，在反馈
后查漏补缺，进一步梳理好
帮扶措施。

(布占晓)

阳谷县闫楼镇扎实做好扶贫检查验收工作

阳谷县安乐镇党委、政府
坚持三个原则，确保贫困户稳
定脱贫。

实事求是原则。重新明确
帮扶人员、制定长效稳定增收
项目、得到实际帮扶资金、产生
确实增收效益，注重脱贫质量，
防止虚假脱贫，确保脱贫增收

经得起检验。坚持规范操作原
则。严格执行帮扶流程，由贫困
户或扶贫基地申请，帮扶人员
核实，帮扶资金公示，确保增收
效果。做到程序公开、数据准
确、脱贫真实、帮扶公正、档案
完整，让群众参与评价，做到全
程透明，脱贫结果真实可信。

坚持正面激励原则。加强宣传
引导，引导发挥贫困户自身动
力，帮扶措施由输血式向造血
式转变，鼓励社会力量加入扶
贫助贫行列。同时对在脱贫攻
坚期内脱贫人口，原有扶贫政
策不变，支持力度不减，确保稳
定脱贫。 (申红敏 孟盼盼)

阳谷县安乐镇：确保贫困户稳定脱贫

“4月22日，我像往常一样来到
贫困户王呈聚家，看到他的精神状
态很好，我心里十分欣慰。由于家
里养着小羊和小鸽，卫生情况不是
很好，我便帮他一起打扫卫生。收
拾完后，看着干净的小院，王呈聚
开心地笑了。”一句句朴实的话语，
都是真情流露，这是莘县王庄集镇
党员干部王晓燕“扶贫日志”中的
一个片段。

自“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开展以来，王庄集镇找准精
准扶贫发力点，将主题教育和脱贫
攻坚工作深度结合，每月组织党员

到贫困户家中2次，了解扶贫具体
进展情况，切实解决实际困难，并
将所见所闻、所感所悟以日志的形
式记录下来，督促党员干部在脱贫
攻坚一线践行初心使命。

“把这些记录下来，有利于及
时进行反思、不断提高工作水平，
尽最大努力帮助贫困户脱贫。”王
庄集镇党委书记张海峰如是说。今
年以来，共有125名党员干部帮包
403户贫困户741人，通过定点帮扶
山药、蘑菇种植，打造“扶贫车间”
分红模式，已带动209户贫困户、267
人实现稳定脱贫。 (郭欣)

莘县王庄集镇：扶贫日志彰显初心和使命

扶贫攻坚，最有力的武器是产
业，最根本的途径是发展。东昌府
区斗虎屯镇紧紧抓住产业脱贫这
个“牛鼻子”，大力推进产业就业扶
贫，加大资金保障力度，以产业推
动脱贫致富、以产业巩固扶贫成
效，从源头上解决贫困问题、拔掉

“穷根”。斗虎屯镇利用自身农业大
镇的特点，在山东省农科院的帮扶
下，按照“经济效益优、安全风险

低”的原则，确定了以高标准生态
养殖区为核心、以葡萄种植区和休
闲观光区为配套的“种养结合-农
牧循环”的生态农业示范园扶贫产
业项目。目前，该项目已经实现收
益118万元，已向大徐等五个村的53
户96名贫困人口实施差异化分红
27 . 7万余元，人均超过2800元，有力
地保证了对贫困群众的帮扶。

(潘玉林)

东昌府区斗虎屯产业扶贫拔穷根

为全面掌握2020年贫困户实际
情况，顺利完成脱贫攻坚年度目标
任务，近日，东昌府区新区街道对
辖区建档立卡34户贫困户情况进
行收入支撑材料采集及入户测算
核查，召开帮扶干部培训会议，现
在摸排2019年10月---2020年6月30
号前贫困户收入预评估，以便全面
准确掌握贫困户家庭实际情况，切
实做到精准脱贫。

核实工作中，各部门联动逐户
逐人核实贫困户政策享受情况及
补贴发放情况，并打印收入银行流
水证明。通过对贫困户进行详细、
全面、科学、准确的收入摸底，让扶
贫工作人员掌握了贫困户收入状
况，了解了全办事处脱贫工作进
度，预评估新区均达到4500元以上，
确保脱贫攻坚任务顺利完成。

(黄东方)

东昌府区新区街道开展核查贫困户收入情况

贫困户、肢体残疾、白血病、电
商精英，如果不是听了周化亭的故
事，你很难将这些联系起来。

作为一名电商售后，周化亭每
天的工作是耐心地回复客户的问
题，帮助客户解决各种难题，平均
一天网上接待800人，多的时候能达
到1400人。

“我是白血病、甲型，这个病的
主要症状是遇外伤流血不止，而且
伴有髋关节和膝盖的骨质增生，小
的时候症状轻一些，现在年龄大

了，越来越严重了。”谈到自己的现
状，周化亭平静地说道。

扶贫先扶志。不仅是周化亭，
患有肢体残疾、先天聋哑却在缝纫
机上奔小康的岳光兰；妻子刚刚离
世，独自抚养两个女儿利用扶贫公
益岗赚钱养家的王者贵，一个个鲜
活的姜店脱贫榜样，一个个温暖的
姜店扶贫故事，有效激发了贫困户
脱贫内生动力，提升了贫困户自我

“造血”能力，弘扬出脱贫攻坚主旋
律。

高唐姜店镇：这个小伙不简单

5月12日上午，冠县烟庄街道召
开扶贫工作推进会，街道全体机关
干部、县直部门帮扶责任人、村庄
支部书记、扶贫专职干事等200余人
参加会议。街道党工委书记闫海存
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
阶段传达学习了最新的扶贫工作
精神，根据街道扶贫办列出的《扶
贫工作重点14条》，以及汇总的2020
年以来街道自查和各级部门检查
中发现的问题，全面检视存在的问

题和薄弱环节，举一反三，确保问
题整改按期清零见底。第二阶段会
议，对贫困户收入预评估和行业扶
贫政策托底核查整改工作进行了
培训。

会议强调，在脱贫攻坚的收官
之年，各村、各帮扶责任人要深刻
认识和理解脱贫攻坚问题整改清
零重大意义，以更加强烈的责任意
识、使命意识、担当意识，全面深入
细致做好各项工作，确保高质量打
赢脱贫攻坚战。 (梁朝辉)

冠县烟庄街道召开扶贫工作推进会

临清市魏湾镇东魏村是省重
点贫困村，全村共有享受政策贫困
户76户199人，市委办公室派驻东魏
村“第一书记”王超天接到派驻任
务后，迅速完成角色转换，很快进
入工作状态，带领村“两委”及各帮
扶责任人积极开展扶贫工作。在充
分了解每一户情况后，他因户施策

制定帮扶计划，与各帮扶责任人合
作，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巩固
集体经济，搞好扶贫项目，落实项
目收益。产业项目是走不了的“扶
贫工作队”，是巩固脱贫成效、实现
稳定脱贫的“好法子”。吃透扶贫政
策，主动对接上级，确保“应享尽
享”。

勇接重点贫困村 打好脱贫攻坚战

今年来，阳谷县阿城镇多措并
举，不断加强精准扶贫干部队伍建
设，为决战决胜2020奠定坚实基础。

党委重视，强化领导。成立精
准扶贫工作领导小组，扶贫工作实
行党委书记亲自抓，分管书记具体
抓。建立扶贫干部目标考核制度，
注重定期考核与跟踪考核、上级考
核与自身考核、组织考核与纪律监
督相结合。

优化扶贫队伍，着力人力保

障。着力打造一支政治坚定、干事
创业的扶贫先锋队。鼓励扶贫帮包
干部承重担、挑大梁，勇做脱贫攻
坚排头兵。

落实扶贫清单，着力执行保
障。细化精准扶贫任务，制定任务
责任清单，具体落实到户到人。建
立扶贫工作台账，建立扶贫项目推
进汇报制度。切实增强扶贫干部责
任感，使命感。

(王晨光)

阳谷县阿城镇加强精准扶贫队伍建设

民警拿出灭火器、铁锨、扫帚等工具进行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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