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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为进一步深入推进脱贫攻
坚工作，确保打赢攻坚战，乐平
铺镇围绕2020年目标要求，开
展脱贫攻坚“大排查、大整改、
大攻势”活动，精准部署扶贫工
作。

一是严查问题台账，确保

所有问题全部排查到位，彻底
整改到位。二是汇聚力量互查。
各管区均成立查防组，管区交
叉对扶贫对象动态管理和信息
采集核查核准工作进行督查指
导，查缺补漏。三是坚持定期走
访。帮扶责任人和扶贫专干定

期走访贫困户，帮助解决实际
困难。四是建立“双提升”长效
机制。自“双提升”活动开展以
来，该镇已修缮、改造房屋19
户，修补房顶、更换门帘143户，
清洁庭院、室内电路排查358
户。

茌平区乐平铺镇：多措并举压实扶贫政策落实落地

为全面提升贫困户生活水
平、居住环境，助推精准扶贫，引
导贫困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东城街道办事处开展了贫困户

“双提升”工作。东城妇联部门为
贫困户购买了调料盒、筷子筒等

厨房用品，由扶贫干部送入贫困
户家中，帮助贫困户打扫居室、
厨房等卫生，擦桌子、清运垃圾，
归纳整理生活物品，让贫困群众
生活、居住环境实现大改观。活
动同时，帮包干部与群众亲切交

谈，详细了解贫困户的家庭收
入、生活生产情况等，认真询问
近期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引导他
们养成干净、良好的生活习惯;积
极宣传各项扶贫政策，促使扶贫
政策入脑入心、落地落细。

聊城开发区东城街道：扎实开展贫困户“双提升”

近日，在临清市戴湾镇西
庄东村杜寿亮家，几名“红围
裙”正在老人荣芳兰家里帮忙
打扫卫生。杜寿亮精神残疾，跟
着70多岁的老母亲相依为命，
老母亲荣芳兰很早就守了寡，
自己一人含辛茹苦带着智障的
儿子生活，老人激动地说：“我
儿子脑袋有问题，这一下来了
这么多闺女，帮我打扫卫生做
做饭，连衣裳都帮我洗，我真的

是很感动。”
根据临清市贫困户生活水

平、居住环境“双提升”现场观
摩推进会议要求，在戴湾镇党
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戴湾
镇妇联联合镇扶贫办在全镇
40个行政村积极开展贫困户
生活水平、居住环境“双提升”
活动，共同助力精准扶贫。通
过镇党委、政府的组织号召以
及镇妇联、镇扶贫办的积极宣

传，扶贫帮包干部和镇村妇联
干部等干部群众自发组成了
200余人的志愿者队伍，根据
各村实际情况对特困老人进
行结对帮扶。通过这次活动的
开展，使贫困户个人精神面貌
有了一个大的改观，既改善了
居家环境，又增强了脱贫致富
的信心，还树立了贫困户的新
形象。

(张博)

助力“双提升” 临清戴湾全镇干群齐行动

随着脱贫攻坚工作的深入
开展，在满足贫困户“两不愁三
保障”的基础上，家容家貌问题
成为亟待解决的当务之急。为
助力脱贫攻坚，东昌府区凤凰
工业园区多举措开展家容家貌
整治工作。

凤凰工业园区以清理贫

困户庭院卫生为抓手，发动
园区工作人员走进贫困户家
中，开展庭院卫生清理行动，
在辖区范围内建立了以村居
为单位，由包保干部、村干部
及 村 志 愿 者 组 成 的 服 务 团
队，对贫困户逐户进行庭院
卫生清理，确保每户都达到

“五净两整齐”创建标准。通
过 贫 困 户 庭 院 卫 生 清 洁 活
动，将全面改善贫困户的生
活条件和居住环境，引导贫
困户树立健康向上的生活观
念，激发了他们改变贫困落
后面貌的决心和信心。

(邢广顺)

东昌府区凤凰工业园区开展洁净扶贫 提升贫困户精气神

家住冠县兰沃乡大兰沃村
的鲁月珍和老伴王玉仙居住的
房子，是一处建造了22年的旧
房。冠县深入推进建档立卡贫
困户住房提升改造初期，鲁月
珍“摇摇欲坠”的旧房，被县住
建局工作人员认定为C级危
房。根据聊城市建档立卡贫困

户住房提升改造补助标准，鲁
月珍“加固维修”旧房获得了
6000元补助。除住房条件得到
改善外，老两口在2019年新增
了80岁高龄津贴。老两口生活
的改变，离不开乡村两级扶贫
工作人员的付出。“扶贫人员
的辛勤工作，让老人群体感到

温暖可亲。他们频频登门访
问，胜似亲人一样。春节前还
送来大红春联、食用油，还有
生活用具一桌四凳。党的爱
民、惠民事迹，我们说不完，千
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千恩万谢
党恩’。”

(刘娟娟)

精准扶贫政策帮扶，冠县老两口生活大幅改善

近日，北城街道办事处
召开迎接扶贫验收工作部署
会议。会议要求，全体帮包责
任人必须提高认识，端正态

度，严格按照扶贫标准，确保
街 道 扶 贫 工 作 全 面 落 实 到
位，为验收工作做好准备；同
时，要进一步加强帮扶力度，

巩固提升全街道脱贫攻坚工
作出实效、见真章，为全面打
赢 脱 贫 攻 坚 战 奠 定 坚 实 基
础。

聊城开发区北城街道召开迎接验收工作部署会

北城街道坚持抓基层打
基础、选干部 配 班 子 、强 培
训提素质、育人才聚贤能、
树榜样抓带动，为脱贫攻坚
提 供 了 坚 强 有 力 的 组 织 保
证。突出问题导向，摸排底

数对症开方。持续深入基层
调研，找准村级集体经济薄
弱、村级班子战斗力不强的
原因。召开北城街道基层党
建质量提升促脱贫研讨会，
直面基层党建、脱贫攻坚中

存 在 的 问 题 ，汲 取 智 力 支
持、深刻剖析原因、寻求解
决 对 策 。紧 紧 围 绕 摸 排 问
题，制定解决方案，梳理操
作流程，提升党组织建设规
范化水平。

聊城开发区北城街道抓好党建促脱贫

日前，嘉明开发区召开脱
贫攻坚工作推进暨贫困户收入
预估工作培训会议，扶贫办对
贫困户2019年10月至2020年6月
收入预评进行培训，要求对种
植、养殖、务工、养老金、土地流
转、转移性收入等进行详细核

实，填写预评表格。会后，开发
区民政、人社、老龄等部门及时
统计反馈收入，帮扶干部深入
贫困户家中核实，取得贫困户
认可，经统计，嘉明开发区62户
贫困户均达到4500元标准，下
一步，嘉明开发区将对脱贫线

周边的贫困户加大帮扶力度，
确保稳定脱贫。通过预判，增强
了整体研判，切实提高脱贫攻
坚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推
动各项工作落细落准落实，坚
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马建富 刘灿)

东昌府区嘉明开发区贫困户收入做预评估

为全面掌握近几年来的贫困
户实际情况，顺利完成脱贫攻坚年
度目标任务，近日，东昌府区梁水
镇对全镇建档立卡贫困户收入情
况进行收入支撑材料采集及入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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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中，镇各部门联动逐户逐

人核实贫困户政策享通过对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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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了全镇
脱贫工作进度，预测年度脱贫成
效，以对照目标找不足、想办法、
加措施，确保脱贫攻坚任务顺利
完成。

(王立东)

东昌府区梁水镇为贫困户预评估工作

阳谷县阿城镇党委、政府采取
“三个加强”，大力提升扶贫项目资
金管理水平。

加强扶贫政策公开。着力加大
扶贫政策、扶贫资金的公开力度，
针对不同群体强化贫困大学生助
学贷款、小额扶贫贷款、健康脱贫
方案等相关政策文件，实行公开公
示制度，创新公开形式，充分保障
广大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加强
扶贫项目资金监管。定期公布扶贫

项目资金的使用情况，主动接受监
督，纪检、审计等部门对扶贫资金
的使用和拨付情况进行定期或不
定期检查，完善扶贫资金管理制
度，开展绩效评价，建立长效监管
机制，确保财政扶贫资金管理规
范、运行高效。加强扶贫项目档案
管理，及时收集、完善、整理扶贫项
目资金档案，确保资料完整齐全，
留备查询。

(王晨光)

阳谷县阿城镇提升扶贫资金管理水平

阳谷县闫楼镇把扶贫政策宣
传与扶贫业务工作同谋划、同安
排、同部署、同推进，以宣传推动脱
贫攻坚深入开展。

做好社会宣传，营造良好氛
围。闫楼镇以集贸市场等人口密集
处为主阵地，通过设置政策宣传
栏、悬挂宣传横幅等方式，不断加
大扶贫宣传力度，切实把扶贫政策
宣传到千家万户。利用现代传媒，
提升群众知晓率。利用镇微信群、

QQ等现代传媒方式，围绕群众关
心的精准扶贫、美丽乡村建设等扶
贫惠民政策，用浅显易懂的语言，
回答群众最关心的问题，确保群众
知晓率全覆盖。

闫楼镇通过开展此次财政惠
农政策宣传，使广大群众进一步了
解财政扶贫相关政策，努力营造

“人人关心扶贫、人人支持扶贫、人
人参与扶贫”良好氛围。

(布占晓)

阳谷县闫楼镇开展扶贫宣传工作

阳谷县阿城镇把夯实农村基
层党建与脱贫攻坚有机结合，实现
党建与扶贫“双促双赢”。

强化党员教育学习，增强扶贫
重要性思想认识。今年来，阿城镇
组织集中镇、管区、村党员干部学
习国家扶贫政策、科技致富讲座10
余次，每名党委班子成员带头上党
课2次，实现党员培训全覆盖。按照
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围绕如何打
赢扶贫攻坚战，镇党委班子成员、

各村支部书记分别开展述职述廉
工作。

建章立制促规范，扶贫项目严
管理。按照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
街道严格执行“党员活动日”、“三
会一课”等党内制度和村“两委”班
子成员轮流坐班制度，结合“1+1”
好支部共建活动，持续整顿软弱涣
散党组织，全面提升基层组织建设
规范化水平，为扶贫工作提供坚强
组织保障。 (王晨光)

阳谷县阿城镇：党建与扶贫“双促共赢”

今年以来，莘县王庄集镇
坚持党建引领，紧紧围绕脱贫
攻坚总目标，精准聚焦“贫”根
和“困”源，通过党支部领办合
作社的发展思路，大力发展光
伏农业、山药、韭菜产业，探索
出一套具有王庄集特色、集聚
发展的扶贫新模式。

“有了党支部领办的合作
社，我们就有了主心骨，大家干
活更带劲了”。食用菌种植大户

李广才提起村里的合作社就开
心得合不拢嘴。

党支部创办合作社就是通
过统一服务、规范经营，吸收村
里党员服务集体经济发展，在
号召贫困群众发展产业同时，
积极通过各种渠道帮助贫困户
寻找销路，极大程度上降低了
贫困户的种植风险和生产交易
成本。“可以这样说，赚了钱是
农户的，而风险则由党支部和

合作社共同承担，农户入社的
积极性很高。”蒋店村党支部书
记陈东升如是说。

目前，王庄集镇共创办各
类专业合作社18家，覆盖了菌
菇、山药、韭菜等多种具有王庄
集特色的种植业，158名党员入
社定点帮扶农户和贫困群众，
吸收会员860余人，辐射带动周
边种植专业户562家，有力带动
了贫困群众增收致富。 (郭欣)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脱贫攻坚有保障

5月16日上午，冯官屯镇召开脱
贫攻坚政策落实推进会，全体帮包
责任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就如何高
质量完成年度脱贫攻坚工作任务
做出重点安排部署。

会议强调，扶贫政策落实要细
之再细，全镇成立了由扶贫办、纪
委、民政、残联、计生、建委、社保

组成的扶贫督导小组，对全镇323
户贫困户扶贫政策的落实情况进
行一次全面“回头看”，未落实的
要尽快落实到位，促进各项扶贫
政策落地见效。要确保无遗漏、无
死角、无盲点，以实实在在的脱贫
成果，向全镇群众交出一份满意
的答卷。

茌平区冯官屯镇召开脱贫攻坚政策落实推进会

随着国家的大力宣传和国民
素质的普遍提高，关爱残疾人的社
会氛围已经越来越浓厚。为了更好
地尊重、关爱残疾人，保障辖区内
残疾人的健康，莘县燕塔街道开展
了残疾人免费健康体检活动。

为了体检活动的有序开展，确
保本辖区持证残疾人都能享受到
免费体检服务，街道帮包贫困户干
部提前采用微信、上门和电话通知
相结合的方法，告知辖区残疾居民
参加体检的事项，确保此项工作顺
利进行。

残疾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

们更需要社会的关爱与尊重，本次
体检的项目包括大生化抽血、心电
图、身高、体重等各项检查。体检期
间，工作人员详细记录，根据每个
人身体状况和检查结果给予相应
的健康提醒，并实行跟进服务。

通过本次体检活动，让辖区残
疾人能够及早了解自身健康状况，
做到没病早预防，有病早发现、早
治疗，为帮助残疾人预防、治疗和
康复提供了依据，同时也让辖区残
疾人感受到了党和政府对他们的
关心，得到了残疾人朋友及家属的
一致感谢。 (王运兰)

莘县燕塔街道为贫困残疾人健康查体

莘县徐庄镇扶贫大棚基地里的25座蔬
菜大棚迎来采摘季，平均每天采摘西红柿
3000斤，黄瓜、芸豆、豆角、丝瓜也收获颇丰。
“扶贫大棚优先给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提
供务工机会，在大棚里采摘、装运蔬菜每天
可获得70元到90元不等的收入，一两个月下
来就有5000元左右的务工收入。”大棚基地
的管理人员指着不远处的几座大棚说。

(郎彦红)

莘县徐庄镇扶贫

蔬菜大棚基地喜获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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