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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轿车轮胎被扎抛锚高速公路

暖心交警伸援手帮忙脱困境

本报聊城5月25日讯(记者
李怀磊 通讯员 段其飞)
轿车轮胎不知何时被扎，司

机停在高速公路上正不知所措
之际，幸亏遇到了巡逻交警，及
时换好了备胎上路，这是5月23
日发生在济聊高速的暖心一
幕。

据了解，当日下午3时许，
聊城高速交警支队东昌府大队
大队长邢秀林在巡逻至济聊高
速济南方向93km处时，发现一
辆白色小型轿车停在应急车道
上。见此情形，邢秀林立即停车
查看情况，经询问得知该车驾
驶员在行车途中感觉左前侧轮
胎不正常，便立刻下车查看，才

发现轮胎不知何时被扎，正不
知如何是好。

了解情况后，邢秀林和同
事立即将警车停在轿车后边，
打开警灯做好警戒后，急忙帮

助驾驶员更换备胎。经过交警
10多分钟的努力，车胎顺利换
好。临行前，不忘提醒车主，出
行前一定要检查车况，车况一
切正常才能驾车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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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昌府区凤凰工业园区管理委员
会开展贫困户收入预评估工
作。

工作中详细询问每个贫

困户家中的务工人数、收入与
支出、政策补助等情况，是察
实情。紧紧围绕“两不愁三保
障”标准，通过实地查看、与贫
困户交谈、向贫困户邻居了解
等方式，掌握今年脱贫目标任
务推进完成情况，认真核实计

算各项收入指标，形成高质量
的评估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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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0元以上，
确保贫困群众实现长期稳定
脱贫。

(邢广顺)

东昌府区凤凰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开展贫困户收入预评估工作

为了将九州街道扶贫工作
做实做细，2020年5月22日上午，
九州街道贫困户双帮包成员和
扶贫办共同来到敬老院看望4
月底刚刚转为集中供养的五保
贫困户许学明，许学明的帮扶
责任人是九州街道长江路社区
书记朱国监同志，当他把准备
好的牛奶等交给许学明时，许
学明激动的流出了泪水。

通过简单的交谈，发现许
学明对敬老院的生活环境非常
满意，两个人住一间屋子，每天
都有人员进行打扫，床单衣物
有人清洗。帮扶责任人朱国监
说：“你在这边有什么需要我帮
忙的，随时给我打电话。”许学
明虽然已转集中供养，但朱国
监和双帮包成员的帮扶工作一
刻也没有松懈。

脱贫是基础，不返贫、持
续发展才是关键。九州街道也
会一直关注、关心着已脱贫脱
政策这部分群体，脱政策不等
于不管不问，工作人员有责任
帮助他们脱贫致富奔小康。到
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九州街
道必将走上成果巩固提升新
的阶段。

(李亚洲)

聊城高新区九州街道：脱贫不脱责任，扶贫不忘初心

“俺问了好几个地方都打
听不到，你看看，你用手机扫了
这个二维码，一个小时就解决
了俺教育生活补贴的问题！”莘
县莘州街道前十贫困户王张林
看着手中的1250元万分激动地
说。其子王清阳因未及时申请，
导致2018年秋季和2019春季教
育生活补贴未按时发放。帮包
责任人王涛想到了扫莘县脱贫
攻坚大数据平台，将问题反馈

上报到了后台，不到一小时，就
有相关工作人员联系他，当天
下午王涛便带着王张林去学校
领取了补发金。

据了解，为及时掌握每户
的脱贫情况、帮扶措施等动态
信息，莘州街道充分利用县里
的大数据平台进行精准扶贫，
帮助贫困户解决实际问题，并
于3月底将莘县脱贫攻坚大数
据平台“二维码”张贴到全街道

359户贫困户家中，大家有了自
家的扶贫信息“二维码”，微信
扫一扫就能知道家中的家庭信
息、贫困状况、帮扶措施、行业
政策等内容，足不出户就能看
到自己的扶贫档案，精确掌握
扶贫动态信息，也为更好的推
进脱贫攻坚工作提供了依据，
让扶贫工作更精准、更方便、更
透明、更高效。

(张梦莹 张萌新)

莘县莘州街道：“二维码”里的精准扶贫

为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近日，徐庄镇团委组织青年志
愿者到东梁庄村等3个村庄开
展“金晖助老”青春扶贫志愿服
务活动。

志愿者们来到各自结对帮
扶的老人家中，与老人互相熟
悉，仔细询问老人身体健康状
况和家庭基本情况，生产生活
所需，基本经济收入等事项，
并一一记录在册，对于询问中

发现的困难，能当场解决的即
时解决，不能解决的统一汇总
汇报，“回头看”时予以解决。
活动中志愿者们不怕脏、不怕
累，扫帚在手，铁锨在握，或扫
或铲，将老人们室内外卫生打
扫干净，杂草铲除完毕，床铺
规整到位，清洗了床单被罩
等，使他们的居住环境焕然一
新。活动结束时志愿者们还在
老人家中显要位置张贴了结

对帮扶卡，认真仔细地教给老
人联系方式以便有困难及时
联系。

徐庄镇团委将继续围绕
“金晖助老”青春扶贫行动，结
合贫困老人需求实际，组织青
年志愿者与结对老人常见面、
常联系、常沟通，把“五个一”服
务做实做细，为打赢脱贫攻坚
战贡献青春力量。

(杨新宇)

莘县徐庄镇团委开展金晖助老志愿服务活动

为了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工
作，莘县燕塔街道各级党支部
带领街道干部群众在做好防疫
工作的同时，深入到脱贫一线，
齐上阵、共发力，使贫苦户的家
居环境和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各级党支部逐层帮包。燕
塔街道上至街道党工委，下至
村党支部，逐层帮包，合力改善
贫困户家居环境。实行三级负

责制，持续开展三级书记遍访
活动，街道党工委书记申志鹏
及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
主任宋保华亲自带头，利用三
天时间遍访街道328户贫困户，
做到户户到、门门清，确保街道
不漏村、村不漏户、户不漏人。
街道党工委成员包社区、科级
干部包村，注重压实社区党委
书记、村支部书记、包户干部责

任，即社区党委书记牵头抓总
责任、村党支部书记主体责任
和包户干部第一责任人责任。

在搞好扶志的同时，组织
包户干部帮助贫困户进行卫生
大扫除，重点抓住住房安全、饮
水安全、家居环境等薄弱环节。
许多机关干部亲自动手帮助贫
困户打扫卫生，为贫困户送去
衣物和家居用品。 (王运兰)

莘县燕塔街道党支部齐助力扶贫

5月16日，在山东省阳谷县寿张
镇周庄村扶贫大棚内，两名游客在
品尝“搏洋9号”甜瓜。

初夏时节，阳谷县寿张镇周庄
村扶贫基地大棚内的香甜瓜正在成
熟采摘，清香扑鼻，吸引了众多游客
前来采摘品尝。据了解，该扶贫基地
种植的香甜瓜全部采用施有机肥及

绿色无公害标准化种植，生产全程
不使用化肥和农药，可以现摘现吃。

近年来，寿张镇采取“合作社+
基地+贫困户+网销+采摘”的模式，
大力发展香甜瓜、草莓、樱桃和小
西红柿等特色农业，并和乡村旅游
相融合，在游客乐享田园美景的同
时，增加了农民收入。

阳谷县寿张镇扶贫大棚初夏瓜香引客来

朝天椒是阳谷县的特色农产
品，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被农业部
评定为绿色食品，种植朝天椒已成
为农民致富增收的好项目。阳谷县
高庙王镇以辣椒特色产业为依托，
发挥合作社技术优势，带动贫困户
通过辣椒种植实现稳定增收脱贫。

“合作社不仅免费给我提供种
子和农药，理事长还经常上我辣椒
地里来，看我辣椒长的情况，教会
我种辣椒的一些技术，我今年种了
3亩辣椒，估计得收入1万多块钱，

真的非常感谢咱们合作社。”贫困
户刘传成激动地说。

据了解，为了带动更多贫困户
通过自己的劳动实现稳定脱贫，高
庙王镇积极引导先运辣椒专业合
作社通过辣椒种植这一传统产业
优势，带动贫困户发展辣椒种植，
免费向贫困户提供种子、农药，统
一配方施肥，对贫困户进行免费技
能培训，并在市场价格基础上每斤
加价1毛进行回购，每亩每年可为
贫困户增收3000余元。

阳谷县高庙王镇特色产业助力脱贫攻坚

今年以来，东阿县民政局党坚
持以党建引领脱贫攻坚兜底保障，
在服务脱贫攻坚兜底保障上积极
主动作为，持续加大工作力度，党
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得到较好发挥，脱贫攻坚
兜底保障取得较好成效。

立足本职，全力做好脱贫攻坚
兜底保障。今年以来，县民政局党
支部积极落实上级决胜脱贫攻坚
兜底保障政策措施，攻坚克难，精
准发力，脱贫攻坚兜底保障工作成
效显著。截至目前，全县新增低保
户138户218人，其中贫困户低保户
100户147人，其中重度残疾人40人，

新增特困115户121人，其中重度残
疾人5人。积极开展临时救助业务，
2020年以来共救助13人次、救助资
金45500元。

补齐短板，开展脱贫攻坚兜
底保障巡查。县民政局挑选了15
名优秀党员干部组成7个暗访组，
4月28日、29日，7个暗访组深入全
县10个镇(街道)，42个重点村进行
摸排走访，共发现各类问题12项。
同时积极发挥驻村第一书记作
用，驻村工作队履职尽责，发挥了
党员在脱贫攻坚兜底保障中的先
锋模范作用。

(庆科)

党建引领做好扶贫攻坚兜底保障

为了将扶贫工作夯实夯
准，东阿牛角店镇党委政府发
动全镇扶贫干部深入贫困户家
中，深入开展“二三二”活动。

即：同吃一顿饭，同干家务

活；宣传一些扶贫政策，帮办一
批事项，解决一些困难；实现连
个提升：生活环境提升，居住环
境提升。让扶贫干部在和他们
一起吃饭，一起料理家务，拉家

常的同时，将扶贫政策宣传到
位，帮助贫困户解决一些生产、
生活等方面的事务，解决实际
困难，从而更好地将“双提升”
落实到位。 (庆科)

东阿牛角店镇扶贫“二三二”活动进行

5月16日，茌平区乐平铺镇召开
脱贫攻坚问题整改工作推进会。通
报区近期暗访问题反馈问题。会议
对档案袋所装资料及危房改造、扶
贫日志、扶贫政策等进行解读和剖
析，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督促帮扶责任人对扶贫政策的学
习，提高扶贫业务能力，努力培养

造就一支懂扶贫、会帮扶、作风硬
的扶贫干部队伍。

会议强调，各帮扶责任人要提
高思想认识，严格落实各项扶贫政
策，发现问题，立即整改到位；要针
对反馈的问题，举一反三，确保在
省、市、区的各级检查中不出现问
题。

茌平区乐平铺镇召开脱贫攻坚问题整改工作推进会

5月16日上午，贾寨镇全体贫困
户帮包责任人、各村支部书记和扶
贫专干参加了脱贫攻坚评估验收
工作会议，会议就近期扶贫工作做
了进一步安排部署。

一是再次强调了贫困户的“双
提升”和“六净一改善”问题。区扶
贫办按照每户150元的标准给各村

都发放了扶贫专项资金，各村要结
合贫困户的实际情况，购买生活必
需品，做到差异化分配。二是就贫
困户危房改造工作要确保所有危
房改造的贫困户，符合条件的危房
必须做到封堵，存在安全隐患的危
房必须拆除。三是再次强调贫困户
的收入及流水问题。

茌平区贾寨镇召开脱贫攻坚评估验收工作会议

今年以来，东昌府区张炉集镇
充分发挥镇、村两级党员干部的先
锋模范作用，组织党员干部大力宣
传扶贫政策，深入贫困户家中帮助
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努力推动脱
贫攻坚工作深入人心。

为增强党员干部对贫困户帮
扶的实效性，张炉集镇把党员干部
分成几个帮扶小组，将贫困户的帮

扶工作落实到每个党员干部帮扶
责任人身上，实行帮扶责任人与贫
困户的“一对一”帮扶机制，每个帮
扶责任人要通过走访了解贫困户
的所思所想，了解他们在生产生活
中存在的困难，将这些走访情况全
部记录下来，想办法帮助贫困户解
决实际困难。

(焦阳)

东昌府区张炉集镇干部细化分工帮扶到位

在冠县兰沃乡东张村田间，几
乎每天都能看到贫困户南西旺推
着一辆装满饲料的平板车走进鸡
棚。这个鸡棚是2019年年初，南西旺
投入15万元建的。

南西旺和妻子卞桂换均是残
疾人。2019年1月，“扶贫小额信贷”
推行仅10天，于连虎便被兰沃乡政
府委派帮包南西旺家。经过一番琢
磨，于连虎建议南西旺养鸡，并主
动帮其申请“扶贫小额信贷”。2月

初，5万3年免息贷款到位，南西旺
又从别处筹借到7万元，共投入15万
元建了可容纳3000只鸡的鸡棚。

2019年，因猪肉价格上涨，鸡蛋
价格也随之“水涨船高”。南西旺净
赚7万元。今年4月初，南西旺又在
鸡棚前盖了一个饲料池。下半年，
他打算再建一座鸡棚。“我不怕累，
3000只鸡占一个人，10000只鸡也是
一个人。”

(张德坤)

冠县：“扶贫贷让俺过上了好日子”

高速交警帮助驾驶员更换备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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