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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一位基层工会干部的精准扶贫之路
本报威海5月21日讯 (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 夏丽萍) “老
赵啊，前两天刮风下雨的，你们家
的果园受没受影响？”5月19日一
大早，阚吉材又像往常一样开始
了他每天的驻村走访工作。

阚吉材是威海市公路事业发
展中心的工会副主席，2018年4
月，他积极响应号召，自告奋勇来
到荣成市大疃镇户山村成为一名
驻村第一书记，展现出了一名普
通基层工会干部在精准脱贫工作
中的担当。

“脚下沾染多少泥土，心中就
沉淀多少真情。驻村担任第一书
记两年来，我真切体会到驻村扶
贫是一个交穷友、结穷亲，找穷
因，拔穷根的过程。”为了当好驻
村第一书记，来到户山村的第一
天，阚吉材就在村支书的陪同下，
亲身体验户山村的贫困。

崎岖不平的山路、杂草丛生
的院落、家徒四壁的老屋、简单寒
酸的生活、手掘肩扛的劳作、臭气
熏天的厕所……这些构成了阚吉
材对户山村的第一印象。

“我一定要在这里干点实事，

帮助户山村摘掉‘贫困帽’！”当时
的阚吉材暗自下定决心。

农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贫
困与党组织软弱涣散往往是伴生
的。阚吉材驻村的第一件事就是
整顿村两委班子，通过健全制度、
规范组织生活、加强村级事务管
理、培养使用年轻干部等着力整
治工作作风，村两委班子面貌焕
然一新。

户山村集体经济薄弱，劳动
力流失，“空心化”现象严重，必须
琢 磨 出 一 条 适 合 本 村 的“ 致 富
路”，在多次实地考察后，村两委
班子研究提出在全村流转土地
320余亩，恢复果园100余亩，以清
理边界、集体耕作等形式，扩大种
植面积达100余亩，引领村民通过
科学种植和合理栽培，向荒山要
粮要钱，让土地增收增产。短短两
年时间，就实现户均收入6000元
的目标，村集体年增收达10万元
以上，全村68个贫困户已有37户
顺利脱贫，大量外出务工村民回
流、回村、回归土地。除此之外，阚
吉材还争取资金60余万元，为村
里硬化路面、安装路灯、修建净化

水站、栽植绿化树、整修村委等。
“阚书记来我们村之后，真是

为我们干实事呀！”一提及阚书
记，村民们都直竖大拇指，工作闲
暇之余，阚吉材最大的爱好就是
去村民家“坐坐”。驻村以来，他坚
持每天入户走访，尤其是经常深
入到老弱病残村民家中，帮助他
们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两年
多的时间里，阚吉材共计与村民
谈心交心800余人次，制订具体帮
扶方案和措施13个，为村民办实
事解难题100余件次。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阚吉材主动放弃休假，大年初三
就回到村里走村串户摸查排查、
建档立册、设卡防守，把村头的
帐篷当成了“家”，在村里筑起一
道严密的防线，因为在疫情防控
工作中表现突出，阚吉材先后被
荣 成 市 委 组 织 部 、宣 传 部 授 予

“抗疫优秀第一书记”、“最美抗
疫志愿者”称号，并被评为中宣
部组织开展的“五个一百”先进
典型。

眼下，“抗疫”工作已经取得
了阶段性成果，但阚吉材没有片

刻放松，他一手抓春耕备耕，一手
抓帮扶脱困，先后组织单位80名
党员干部到村里进行义务劳动，
帮助整修水沟、清洁家园，并筹集
资金50余万元，协助村里进行“户
户通”改造，为了确保工程质量，
他放弃节假日，日夜坚守在工地

上，与村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
通过近30天的努力，终于让“晴天
坑洼不平，雨天处处泥泞”的搓板
路，变成了群众满意的康庄路、幸
福路。

“看到村民们的笑脸，我的所
有辛苦都值得。”阚吉材说。

初村镇佃里院的爱心饺子暖胃又暖心
本报威海5月21日讯 (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 高宁) 宿鸟动
前林，晨光上东屋。清晨的佃里院
村是安静的，也是热闹的。择菜、
调馅儿、和面、擀皮儿、包饺子，早
上6点多，初村镇佃里院村守望互
助志愿者服务团队的志愿者们就
按照分工，各自有序的忙碌着，不
一会，箅子上便整整齐齐的摆满
了饺子。这是佃里院村守望互助
志愿者服务团队在为村里的贫困
孤寡老人做午饭。“谁都有老的一
天，我们是真的想为村里的这些
老人办点事儿。”佃里院村民张丽
华说道。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敬老爱老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近年来，
初村镇着力打造“美德孝善·和美
初村”孝善品牌，引导村民以孝善
为荣，凝心聚魂，营造文明乡风，助
力乡村振兴。

临近中午，一盘盘热腾腾的饺
子出锅了，志愿者们趁热将饺子送
到了村委大院，亲自为每一位老人
盛好，“大爷慢点吃、小心烫。”志愿
者们细心叮嘱，老人们有说有笑、
吃的香甜。“我们每月都盼着这个
时候呢，也真的是很感动。”村民苑
书孔说道。有些老人年事已高、行

动不便，志愿者们便将饺子、鸡蛋
汤分装好，由支部委员苑恩法送往
老人家中。

自去年8月佃里院村守望互
助志愿者服务团队成立以来，便
在每月9号“孝善日”开展此类志
愿活动，以引导村民积极向善。志
愿活动开展前期，所有物品、食材
都由团队内志愿者自带。随着志
愿活动不断开展，不少社会爱心
人士被感染，踊跃捐钱捐物。志愿
者们也热情高涨，志愿服务团队
不断扩大。为此，佃里院村将每月

的9号和19号都定为本村的“孝善
日”。据悉，此次志愿活动的经费
便是由2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孝心
人”提供。

“乡风好了、人心齐了，这就是
我们村里最大的财富。”佃里院村
委主任陈福明说。一次次志愿服务
如指路明灯，引导村民身体力行、
奉献爱心，在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
和幸福感的同时，促进村民团结，
营造尊老爱老的良好风气，在全村
形成人人尽孝、人人向善的孝善氛
围。

初村镇两处企业

院内乱堆乱放问题整改完成

本报威海5月21日讯(记者 陈
乃彰 通讯员 高宁) 多方联合、
重拳出击，这是初村镇打造精致城
市的缩影。自4月中旬启动环境卫
生整治以来，初村镇通过实地走
访、集中清理等方式，针对环境综
合整治工作中的重点、难点，精准
对标、定向发力，使镇区“旧貌”换

“新颜”。
精致城市建设不能仅凭政府

一己之力，需多方联动、全域作战。
由于区域内企业较多，部分企业院
内杂物乱、卫生差，是难啃的硬骨

头。为此，初村镇全面排查、建立台
账，对“不精致”企业下达“整治
令”，要求各相关企业明确整改要
求、限期整改解决。

接到环境整治通知后，各企业
严格按照政府要求，不等不靠、迅
速行动，积极集中人力、物力，并安
排大型机械，对院区内乱堆乱放物
品进行集中清理。经上级检验，威
海建设集团与克莱特菲尔风机股
份有限公司环境卫生已达标，率先
完成“销号”。精致城市建设攻坚战
役，“干净”只是基础，“精致”才是

最终胜利。为此，各企业充分发挥
主观能动性，提高治理标准，杂物
清理完成后，主动平整土地并覆
网，高质量完成厂区“美颜”。

“销号”不是终点，还需长久维
护。下一步，初村镇将在建立长效
管护机制上下功夫，探索符合镇区
实际的管护模式，设标准、建制度、
强督察，在持续治理的同时加强巩
固，切实防止效果反弹和问题复
发，确保整治效果常态化、长效化，
为创建“精致城市?幸福威海”贡献
力量。

环翠区审计局开展母亲节主题活动
本报威海5月21日讯 (通

讯员 史丽丽 于佳弘) 为
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
德，努力营造关爱母亲、回报
母亲的良好社会风尚，近日，
环翠区审计局联合大桥、大
众、塔山、杏花村、海城、胜
利、南山、布谷夼等社区党总
支开展了“生命如花 感念
母恩”母亲节主题活动。为社

区的空巢老人、党员母亲们、
群众送上节日的问候和祝
福。

活动中，大家围拢在桌
旁，一边插花，一边拉着家
常，气氛轻松而温馨。审计局
的姑娘们深情歌唱《感恩的
心》，歌声清新悦耳、声情并
茂，表达了我们每个人心中
对母亲的感激之情。

多领域融合 提审计质效

本报威海5月21日讯 (通
讯员 刘小义) 环翠区审计
局不断加强审计项目多领域
融合，持续推进预算执行和
政策跟踪审计项目，优化审
计资源，提高审计质量。

审计项目“两统筹”，促
进扩面增效。以预算执行审

计为主线，围绕“一次办好”
和减税降费政策、地方性政
府债务等方面实施审计，积
极探索审计项目“两统筹”模
式，多领域多视角全面审查，
实现“一审多项”“一果多用”

“一项多果”，不断提高审计
质效。

环翠审计持续关注“一次办好”落实情况
本报威海5月21日讯 (通

讯员 刘小义 ) 近日，根据
上级部署安排，环翠区审计
局继续对环翠区 2 0 2 0 年上
半年推进“一次办好”改革
政策落实情况进行跟踪审
计，重点关注“一次办好”改

革推进情况、“一窗受理”执
行情况、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制度改革等方面，进一步提
升政务服务效能，推进优化
营商环境。图为审计人员现
场与行政审批局相关人员
交流。

护绿
近日，环翠区审计局组织开展了“树苗浇水护绿”志愿服务

活动。为持续推进里口山区域植被恢复提升工作，筑牢林业生
态屏障，贡献自己的力量。

(刘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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