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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3新闻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城事

500万元！东昌府区今发放消费券
上午10点准时开抢，最大面值100元

本报聊城5月19日讯(记者
王尚磊 ) 5月20日上午10

时，500万元大红包要来了，聊
城人一定不要错过。

本次发放的消费券为电子
消费券，金额共计500万元。其
中，面值100元消费券1万张，面
值50元消费券4万张，面值20元
消费券10万张。单笔消费500元
以上(含500元)，可一次性全额
使用100元消费券；单笔消费
200元以上(含200元)，可一次
性全额使用50元消费券；单笔
消费50元以上(含50元)，可一
次性全额使用20元消费券。消
费券不找零、不可重复使用，每
笔消费限用一份消费券。

发券时间为5月20日上午
10点，总共发放电子消费券金

额500万元。未领取完的金额将
由平台统一回收至政府账户。
消费券有效期截止到6月6日24
时，未消费完的金额将由平台
统一回收至政府账户。

领取细则：
领取平台：“我的聊城”

APP为本次消费券发放活动领
取平台入口。消费者可在各大
应用商店下载“我的聊城”
APP，通过公安部人脸识别、微
信等实名注册登录，进入消费
券领取页面。

领取方式：在活动规定时
间内，打开“我的聊城”APP，通
过点击“东昌府区消费券领取
入口”，即可跳转至本次活动领
券小程序进行领券。本次活动
消费者仅可领取一份消费券。

领取规则：先领先得，本次
活动发放的3种消费券每人仅
领一份。

使用规则：
使用范围：可用微信商业

支付的东昌府区内商业企业和
个体商户。线下到店消费时，通
过微信支付方可使用。消费者
在使用微信付款时，满足消费
券使用金额部分，消费券自动
生效，抵价相应金额。财政补贴
资金及消费者个人消费资金直
接划入商家账户。消费券不找
零、不可重复使用，每笔消费限
用一份电子消费券。可同时兼
容聊城市消费券以及东昌府区
企业的其它优惠活动。消费券
须在有效期内使用，逾期作废，
不予补偿。

近日，尚善社工来嘉明开
发区义工们走进贫困家庭，开
展“关爱贫困学子 发放助学
金”活动，为贫困儿童发放助学
金。

他们来到一户户贫困农
家，详细了解贫困学生的家庭
生活情况。调查中，义工看到贫

困学子家庭生活窘迫的情景，
每到一户，他们都和孩子亲切
地聊天，鼓励他们好好学习。

发放仪式在嘉明管委会二
楼大会议室举行。义工们给孩
子们送去助学金、书包和课外
辅导书。分别给5个孩子发放助
学金，助学金发放总共6600元。

义工协会的义工还了解贫
困学生学习情况。鼓励他们好
好学习，克服一切困难，教育孩
子们长大成为对社会有用的
人。这次尚善社工坚持以助学
为主，组织“关爱贫困学子”活
动，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马建富 刘灿)

东昌府区嘉明开发区牵手尚善社工为贫困学生发放助学金

5月 6日，高唐县的一次
较大降雨刚过，汇鑫街道三
里岔村党支部书记郭洪强、
扶贫专干李庆云还有几个村
干部，来到贫困户家，不顾瓦
片潮湿就上了房顶，重新整
理着漏雨处的瓦片。“屋顶上
滑，要注意安全呐！”贫困户
说完话用袖口摸了下眼角的

泪花。
今年71岁的田玉芹家住

高唐县汇鑫街道三里岔村，
老 伴 瘫 痪 在 床 多 年 不 幸 去
世，家庭生活困难，政府把他
们纳入低保户，并列入建档
立卡贫困户。当地脱贫攻坚
工作开展后，老人依靠党和
政府的扶贫政策，吃穿不愁

了，医疗、用水也有了保障。
“为了让贫困户住的安

心、舒心、放心，汇鑫街道进
村入户组织所有帮扶责任人
对 2 9 3户贫困户进行拉网式
大排查，看房屋是否能接受
住大雨的考验，同时也是在
考验我们的党员干部。”汇鑫
街道党工委书记李丙娟说。

高唐汇鑫街道贫困户的日子好了“心房”暖了

为着力营造决胜全面小
康、决胜脱贫攻坚的浓厚氛围，
着力展现姜店镇广大干部职工
的良好精神风貌，激发干部职
工干事创业、奋斗小康的积极
性，高唐县姜店镇于4月30日举
办了“中国梦 新时代 话小
康”演讲比赛。

来自镇机关单位、卫生院、
企业一线的十五名干部职工参
加了比赛，演讲内容充实，表情
生动，通过生动鲜活的事例，动
情感人的话语，唤起了观众强
烈的情感共鸣。

经过两个小时激烈角逐，
评选出 6名优秀选手为百姓

宣讲员，入选镇百姓宣讲团，
充实壮大了宣讲队伍，并当
场颁发聘书，为姜店镇省级
理论宣讲基地的宣讲队伍注
入了新鲜血液，助推新时代
的宣教工作开创新局面踏上
新征程。

(王树平)

高唐姜店镇举办“中国梦 新时代 话小康”演讲比赛

5月14日，冠县妇联、县团
委联合烟庄街道妇联、扶贫办
联合开展“爱心传递，助力脱
贫”活动，走访慰问了烟庄街道
贫困户。为了更好地帮助贫困
户子女上网课，让贫困户及时
了解党的惠民政策及致富信
息，为5户有在校子女的烟庄街
道贫困户送去了电视机。

当天下午，妇联、团委、扶

贫办工作人员先后来来到陈辛
庄、后张平、西开河头、东南庄、
赵村等5个村庄的贫困户家中，
每到一户，工作人员先为贫困
家庭连接好电视线路，让孩子
们进行了电视节目的观看。同
时县妇联齐主席、县团委石书
记仔细询问每一户贫困家庭孩
子们的生活条件、学习情况，深
切表达了政府和社会对他们的

关心爱护，鼓励他们认真学习，
克服眼前困难，以满意的成绩
回报社会。

陈辛庄贫困户陈宏雨妻子
表示，感谢上级一直以来对贫
困户的关心爱护，进行了各项
政策帮扶，享受了帮扶资金，如
今又送来了电视机，“关心和照
顾真是无微不至啊”！

(任欣)

冠县妇联联合县团委走访慰问烟庄贫困户

近日，开发区总工会、扶贫
办组织青年志愿者集中开展

“金晖助老”——— 青春扶贫志愿
者行动，为贫困老人送去帮扶
与关爱。

“金晖助老”青春扶贫志愿
服务项目旨在为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中65岁以上不集中供
养、失独贫困老人提供志愿

服务。本次助老志愿服务行
动以“拉一次家常、整理一次
家务、清理一次个人卫生、维
修一次家电、送一件生活用
品”为主要内容，共招募24名
志愿者，为筛查出的 1 2名老
人开展扶贫帮扶志愿服务，
以实际 行 动 让 老 人 老 有 所
依、老有所乐。

下一步，开发区将在重要
时间节点，根据结对老人的不
同需求，不断创新服务方式、服
务内容，发挥志愿者的主观能
动性，组织开展符合老人需求
的特色服务，丰富志愿服务内
涵，进一步传承尊老、爱老、敬
老、养老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传递社会正能量。

聊城开发区“金晖助老”青春扶贫志愿者行动启动

“不出家门，一天能挣40元
钱，实现家门口就业！”，近日，
在阳谷县闫楼镇三教寺村，年
过八旬的李大娘激动地说。

去年9月份以来，闫楼镇利
用上级220万元的专项扶贫资
金，在三教寺村寿郭路附近建
设占地近30亩的9处高标准蔬
菜大棚，大棚建成后，由梅林度

西瓜种植合作社每年按15 . 6万
元价格承包。因合作社发展壮
大过程中，用工较多，在镇扶贫
办的教育引导下，梅林度西瓜
种植合作社经理王振祥首先吸
纳13名贫困群众长期在合作社
打工，每名贫困户日工资一般
为40元，每月13名贫困户工资
接近2万元。而且，合作社在大

棚旁种植芹菜、西葫芦、黄瓜、
芸豆等蔬菜，免费供应给贫困
户及打工群众。“上级扶贫专项
资金不仅每年能使贫困户分
红，而且，贫困户不出村就能打
工挣钱”，闫楼镇扶贫办主任布
占晓激动地对前来检查的市、
县扶贫办工作人员说。

(布占晓)

阳谷县闫楼镇扶贫项目发挥作用效果好

在走访贫困户工作中，党员干
部根据贫困户的实际情况，帮助贫
困户制定帮扶计划和帮扶措施，切
实推动脱贫攻坚工作取得实实在
在成效。为充分激发贫困户的内生
动力，帮助贫困户摒弃“等靠要”思
想，引导贫困户通过自己的双手逐
步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东昌府区
张炉集镇党委政府开展党员干部

扶贫知识培训，组织党员干部认真
学习教育、金融、就业、产业等扶贫
政策和扶贫相关业务知识，把党员
干部培育成为脱贫攻坚的行家里
手；党员干部在走访贫困户时，积
极向贫困户宣讲脱贫攻坚政策，并
详细解答贫困户的咨询，帮助贫困
户理清脱贫思路，选准脱贫路子，
通过自己的劳动实现脱贫。(焦阳)

东昌府区张炉集镇激活贫困户“内生动力”

近日，东昌府区梁水镇帮助辖
区贫困户修缮房屋更换电线，保障
贫困户的住房安全。为切实解决问
题，各帮扶干部对建档立卡贫困户
的房屋居住情况进行走访调查。经
过走访了解，个别贫困户存在房屋
漏水情况，下雨天无法入住。经研
究决定对缺少劳力、经济困难的家
庭，制定了修整方案，清杂、捡漏、
换新，对大面积破损的屋顶更换架

构梁、板材，设沥青防水材料，更
换、翻新、加固、铺垫一道工序也没
有落下。望着自家被翻新过的屋
顶，贫困户们感动不已。

同时，扶贫工作人员每年为全
镇低保户、残疾人等特殊人群义务
提供更换或维修室内电力线路服
务，同时讲解安全用电知识，让他
们安全用电、放心用电。得到广大
群众的一致好评。 (王立东)

东昌府区梁水镇为贫困户生活保驾护航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直播
间，今天我和我们高唐县的张县长
一起推荐家乡的好物手工坠面和
驴肉。”4月10日下午两点半，姜店镇
西郭村抖音网红“田野里的七月”
郭铖铖通过直播软件跟网友分享
家乡产品的优点。

向阳花开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为姜店镇扶贫项目合作单位，所生
产的手工坠面是2019年高唐县主推

的消费扶贫产品。此次直播，通过
“短视频+网红+现场介”与农产品
联袂起舞，共销售手工坠面2000余
件，开创了“电商+扶贫”新模式，帮
助乡字号，土字号农副产品提升了
美誉度和影响力，让深受广大消费
者喜爱的名特优新农产品搭上互
联网快车，销往全国各地，带动增
收致富，助力脱贫攻坚。

(王树平 赵莹)

高唐姜店镇：网红直播带“火”农产品

“大姐，疫情还未结束，您需要
申办咱山东省的健康码进行疫情
信息登记，家里每个人都要领一个
二维码，方便以后办事出行……”
临清市潘庄镇的贫困户帮扶责任
人在对贫困户进行健康二维码的
申办宣传普及工作。

近期全市开展全民使用“绿色
健康通行码”行动，潘庄镇按照上
级部署，多措并举，积极推广“健康
码”申办和使用，在全镇掀起了“网
上申码”热潮。针对一些贫困户、
孤寡老人没有智能手机，文化程度
不高，不会操作办理等情况，潘庄

镇党委政府结合实际，安排镇机关
干部、帮扶责任人走村入户，手把
手帮助他们办理绿色通行码，保证
他们今后的正常使用需求。

截至目前，潘庄镇共申请办理
绿色健康通行码两万多人次。针对
村内年龄偏大、文化程度不高，非
智能机的贫困户，帮扶责任人和扶
贫专干通过用自己的手机帮助他
们申请注册，然后再将二维码打印
出来送到贫困户家中，全面宣传、
普及和使用，真正做到防疫扶贫两
手抓。

(张博)

扶贫帮办“健康码”防疫扶贫两手抓

阳谷县安乐镇通过强化基层
党组织建设，推动脱贫攻坚工作深
入开展。

安乐镇党委、政府建强组织堡
垒，选优配强脱贫攻坚带头人。镇
党委、政府在镇、管区、村各级党支
部中持续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实践活动，规范开展
主题党日、“三会一课”等活动，大
力落实“创优基层组织、建好光伏

发电、壮大村集体经济、坚决打赢
脱贫攻坚”这一发展思路，每名党
员定点结对帮扶贫困户1至2户，对
口帮助解决难题。同时，配套完善
文化广场、农家书屋等基础设施。

安乐镇通过采取“扶志”“扶
智”等系列举措，最大限度地激发
了贫困户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推
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深入开
展。(申红敏 孟盼盼)

阳谷县安乐镇推动脱贫攻坚深入开展

阳谷县阿城镇纪委主动作为，
推进以案促改，通过“强化群众监
督、严肃追究责任”等举措，为全镇
脱贫攻坚工作“保驾护航”。

镇纪委从明确监督重点入手，
将近年来扶贫财政项目和扶贫资
金管理使用情况，各方面挂钩帮扶
村的支持资金和项目建设补助经
费等逐一弄清。深刻剖析全国各地
通报的案例，对照案例列出问题清

单，找准廉政风险点。组织党员干
部开展以案促改剖析讨论活动，对
近年来纪检部门查处发生的发生
在群众身边截留、挪用、私分、侵吞
危房改造等扶贫资金等典型案件
进行深刻剖析。积极宣传、发动、组
织群众参与到扶贫领域的腐败和
作风问题的监督中来，打好打赢脱
贫攻坚战提供坚强的群众基础。

(王晨光)

阳谷县阿城镇纪委为脱贫攻坚“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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