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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为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果，
聊城高新区整合汇聚资源，强弱
项、补短板，进一步巩固脱贫成
果，更加注重产业精准、帮扶有
效、增收有业、稳定脱贫，更加注
重激发内生动力，高质量实现脱
贫和增收致富的目标任务。

一是开展问题动态“清零”
行动。抽调20余名专业人员，成

立了脱贫攻坚成效验收评估专
班，对全部贫困村、贫困户、扶
贫项目，进行实地评估检查，排
查政策落实，确保脱贫任务清
零；排查存在问题，确保整改任
务清零；排查长效机制，确保漏
点短板清零。

二是加大资金投入，强化
金融扶持。迅速筹措资金，确保

扶贫资金只增不减。继续发挥
“保险+金融+扶贫”联动金融扶
贫模式，扶持因疫情导致复工难
的扶贫企业优先恢复生产。出台
政策，通过“云上高新”等方式，
鼓励企业复工复产优先招用贫
困户，各类公益性岗位优先保障
贫困群众，让贫困劳动力“就地
就近就业，出家门进厂门”。

东昌府区斗虎屯镇通过扶
贫扶志，不断增强贫困群众内
生动力，从根本上拔掉穷根，
巩固脱贫成果。斗虎屯镇每
一位帮扶责任人每周到贫困
户家里走访一次，其中最重
要的一项任务就是向贫困户
宣传各项扶贫政策，让贫困

户了解扶贫政策，帮助他们
树立起脱贫的志气、脱贫的
勇气、脱贫的信心，激发贫困
户自身的内生动力。斗虎屯
镇任回村贫困户魏立全，身
患肢体三级残疾，妻子肢体
二级残疾，但夫妻二人身残
志坚，在各项扶贫政策及帮

扶干部的帮扶下，用无息贷
款政策做起了粮食生意，生
活面貌得以改善。下一步，斗
虎 屯 镇 就 将 咬 定 目 标 不 放
松，坚定信心不动摇，真抓实
干，埋头苦干，坚决打赢脱贫
攻坚战。

(潘玉林)

东昌府区斗虎屯镇走访贫困户促内生动力

东昌府区柳园街道开展遍
访行动，下社区入户查看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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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解开心结。

通过走访，实地查看识别
和退出是否精准，是否存在

错退、漏评现象，及时查出问
题，及时整改。对贫困户宣讲
各项政策相结合，与群众谈
心交心，了解群众还有哪些
需要，帮扶工作还有哪些不
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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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渠道

多方位筹集物资和资金，充
分利用社会力量更全面地开
展帮扶对接工作，带领贫困
农户自觉自愿地参与到脱贫
攻坚中来，激发贫困群众自
身发展动力，使帮扶工作更
加精准、效果更加显著。

(戴金喜)

东昌府区柳园街道开展遍访贫困户活动

东昌府区新区街道按照
“两不愁、三保障”工作要求，对
辖区贫困户开展房屋修缮行
动。辖区共有9户贫困户家中房

子存在墙体起皮、房屋漏雨、厨
房墙壁黑、大门屋门破旧、电线
老化等问题，房屋老化，渗漏严
重，影响正常居住，但因改造费

用问题无力解决维修。本次房
屋修缮街道共投入约4万元，截
至2020年5月13号已全部完工。

(黄东方)

东昌府区新区街道保障贫困户居住环境安全

莘县王庄集镇党员干部在
实际工作中，敢于担当、勇挑重
担，主动融入扶贫“主战场”，为
贫困村、困难群众谋发展、解难
题，争做精准扶贫的主力军、群
众小康路上的贴心人，扶贫攻
坚的“四大员”。

用心用情当好群众宣传
员。党员干部每月2次进村入户
到贫困户家中开展扶贫政策宣
传，面对面为群众现场解答扶

贫政策问题。
沉下身子当好民情调研

员。详细了解家庭成员、经济来
源等各方面情况，找准致贫原
因，用活用准政策，量身定做脱
贫计划。

苦干实干当好脱贫引导
员。因地制宜帮助贫困群众发
展菌菇和山药产业，吸收70余
户200余名贫困人口融入特色
产业链。镇党委积极打造“就业

扶贫车间”，每年可产生收益约
20万元，通过“企业+扶贫车间+
贫困户”的分红模式，已带动
209户贫困户、267人实现稳定
脱贫。

创新高效当好人民服务
员。聚焦民生，不断提升群众满
意度，严格落实各项惠民政策，
建好党员群众服务中心等基础
设施，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幸
福感和获得感。 (郭欣)

莘县王庄集镇：真抓实干，当好精准扶贫“四大员”

薛景霞是阳谷县高庙王镇
前薛村人，2012年他从北京邮
电大学毕业后，放弃了到大城
市工作的机会，回到家乡专门
养殖鲁西黑头羊。近八年来，养
殖场已由当初200只小母羊发
展成如今基础母羊存栏1500
只，优质鲁西黑头羊年出栏

3000余只的规模。出产的羊肉
品质上乘，一进入市场就得到
了消费者和养殖户认可，已经
推广到新疆、内蒙、黑龙江、河
南、河北等七、八个省份。

养殖场步入稳健发展期
后，薛景霞采用“公司+农户”发
展模式，通过统一免费发放基础

母羊、统一配种、统一技术服务、
统一饲料、统一防疫、统一保护
价格回收羔羊，带动周边贫困户
和富余劳动参与到养殖中来，促
进他们共同致富。据测算，每只
母羊每年可为农户带来3000-
4000元的利润，目前已辐射带动
周边200余户群众增收脱贫。

阳谷县高庙王镇薛景霞：科学养殖助脱贫的“羊倌”

阳谷县闫楼镇结合线上电
商工作经验，镇领导班子一起
谋划，提出“借网出山”电商发
展思路，努力让闫楼农特产品

“香飘万里”。
通过深度挖掘闫楼镇的特

色产品，根据采集产品属性，对
产品进行图文设计，提高产品

的视觉冲击力，增加消费者购
买欲。通过线上线下活动宣传
推广，闫楼镇电商平台逐渐被
更多人熟知了解，因为对产品
严格把控，保证产品质量，闫楼
镇产品得到大家信赖，成功吸
引了一部分复消客户。

保障脱贫户巩固提升是重

点。通过党支部引导带动，当地
土特产发展实现了由不稳定到
长短结合、由零散到初具规模的
转变，形成了户户均有增收产业
的良好局面。下一步，抓好电商
主产业，探索跨界融合营销模
式，争取实现电商“升级版”，发
挥更大带动作用。 (李明珍)

阳谷闫楼镇：电商助力让农特产品“香飘万里”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夺取全面
胜利，落实精准方略，推动精准扶
贫的政策在临清潘庄镇落地生根，
镇党委、政府抽凝心聚力，对全镇
28个村庄所有扶贫户帮扶工作进
行专项督导检查。

政策培训，熟练业务。对扶贫
所有成员进行业务知识、扶贫政策
培训，对于成员疑问一一解答，确
保帮包责任人掌握知识、吃透政
策、熟练业务、提升工作能力。审查

资料，精准数据。对于所有贫困户
脱贫路径、入户手册、帮包干部日
志的内容逐一核对排查。入户走
访，深度排查。对扶贫政策落实、帮
扶责任落实情况进行调查，并对于
帮包干部的满意程度进行调查，确
保每一项政策落实到位。问题汇
总，建立台账。做到问题发现一处、
整改一处，力求查缺补漏不留死
角，确保所有问题整改到位。

(张博)

临清市交通运输局的盛士营，
作为魏湾镇前营村第一书记，自上
任以来迅速展开工作，积极与村两
委对接并走访入户深入群众，了解
村情民意，助力村级各项事业的发
展。

前营村共有贫困户16户，盛士
营逐户进行走访，记录实际困难，
并留下自己姓名和手机号方便联
系。结合上级固本增收政策指导，

与村两委班子集思广益，决定把老
百姓土地证以外的土地收回，再以
承包的方式租给群众。2019年，前营
村村集体完成固本增收7万多元。
2019年在盛士营积极争取下，临清
市交通运输局出资100多万元，铺就
高标准沥青道路6000个平方，结束
了前营村没有沥青道路的历史。下
一步，他还计划结合政策，为前营
村争取砖铺胡同50余条。

真抓实干 服务百姓

今年以来，石佛镇围绕贫困户
就业增收下功夫，建立全镇贫困户
劳动力台账，不断挖掘贫困户就业
潜力，拓宽贫困户就业渠道，不断
提升贫困户收入，实现全镇贫困户
提速脱贫奔小康。

一是建立台账、摸清底数。石
佛镇详细采集贫困户劳动技能和
适合就业方向，在全镇范围内筛选
贫困户适宜工作岗位，发现适宜岗
位后以镇政府名义推荐贫困户优

先就业。二是石佛镇多措并举拓宽
贫困户就业渠道，鼓励全镇范围内
企事业单位招聘轻劳动岗位时优
先向贫困户劳动力倾斜。三是镇扶
贫办将全镇贫困户分门别类，对有
劳动能力无劳动技能的贫困户开
展劳动技能培训，拓宽就业方向；
对新上岗贫困户主动介入，帮助贫
困户适应工作岗位需要，为贫困户
打造稳定增收来源。

(乔宁)

阳谷县石佛镇稳就业促增收，提速脱贫奔小康

5月16日上午，茌平菜屯镇召开
扶贫攻坚工作推进会，会议由党委副
书记、镇长左中原同志主持并召开。
他要求：要不定期到贫困户家去，各
帮包责任人和各村扶贫专干要时常
了解贫困户的思想动态；要完善帮扶
日志、扶贫专干日志，这两个扶贫工

作记录本要填写规范，内容充实；帮
扶之窗与到户帮扶手册要一致；各村
要把“美丽庭院”建设工作和扶贫工
作结合起来，高规格完成双提升工
作。党委书记李泽汉再次压实责任，
并要求镇扶贫办、各管区不定期对贫
困户的双提升工作进行督导检查。

茌平区菜屯镇召开扶贫攻坚工作推进会

2020年脱贫攻坚收官之年，攻
坚效果待验收，茌平博平镇党委书
记孔志勇、镇长赵华勇和常务副镇
长兼扶贫分管领导杨阳再次召开脱
贫攻坚会议。会上杨阳事无巨细地
将“两不愁三保障”、饮水安全及贫困
户生活环境等一一说明，同时重点
强调了“双提升”及民政相关的兜底

政策，保证稳定脱贫。孔志勇再次强
调了责任，按照“谁帮扶谁负责”的原
则，再次走访贫困户，提升他们的幸
福感。同时要求镇纪委对镇扶贫领
域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为期两个
月的专项督查，对于扶贫工作中失
职渎职、不作为、慢作为、作风漂浮、
消极应付等问题进行坚决查处。

茌平区博平镇：脱贫攻坚，再夯重责

5月16日，茌平振兴街道办事处
在二楼会议室召开脱贫攻坚推进
会，振兴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
处主任徐鹏，办事处副主任王强以
及全体帮包责任人参加此次会议。

王强强调“双提升”工作要落
实到位，根据贫困户的实际需求，
合理安排。全部危房要拆除或封

存，不允许出现安全隐患。贫困户
要通自来水，房子问题和自来水问
题是最基本保障，不容忽视。徐书
记对帮包责任人提出要求，要求每
周至少走访一次，写好走访日志。
到贫困户家中和贫困户聊聊家常，
挂心贫困户的生活，有问题及时解
决。 (张绚)

茌平振兴街道召开脱贫攻坚工作推进会

聊城高新区完善突出问题动态清零机制 临清潘庄镇凝心聚力促脱贫

声 明
百丽小童集合馆(吴海霞)丢失上

海屹矗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的装
修保证金收据，收据号290463，声明
作废。

注销公告
冠县利丰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已向我所

申请注销，特此公告，请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四十五日内向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

冠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贾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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