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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聊城市人民医院莘县院区揭牌成立
正式建立紧密型医联体，实现区域内医疗资源有效共享

本报聊城6月9日讯 (记
者 张同建 通讯员 耿国
强) 6月9日，聊城市人民医
院与莘县第二人民医院紧密
型医联体签约揭牌仪式举
行。聊城市人民医院党委书
记马胜军，聊城市人民医院
党委副书记、院长王大伟，
县委副书记、县长高志国出
席揭牌仪式。

高志国指出，聊城市人
民医院莘县院区的揭牌成
立，标志着两家医院的合
作迈出了坚实步伐，正式
建立了紧密型医联体。希
望市人民医院立足现有资
源，进一步强化科技支撑
和技术引领，通过人才培
养、技术帮扶等手段，积极
推动区域医疗资源共建共
享，在实现自身业务发展
的同时，更加造福莘县人
民。县第二人民院要全面
强化内部管理，虚心接受
市人民医院的业务指导，

着力提升医疗服务能力和
水平，以更为先进的管理
经验、更为精湛的技术服
务，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卫生健康需求。
县卫生健康局要进一步加
强对全县医疗卫生机构的
管理，深入推进医联体、医
共体建设，织密扎牢公共
卫生服务网络，切实保障
人 民 群 众 的 生 命 健 康 安
全。

马胜军在讲话指出，聊
城市人民医院将发挥区域医
疗中心及医联体核心医院的
引领作用，切实扛起责任担
当，充分发挥技术、人才、设
备和管理优势，坚持以医疗
技术为支撑、以信息平台为
纽带，将优质医疗资源下
沉，根据需求开展对口帮
扶，实现医联体良性运行，
让莘县群众享受到更多高水
平医疗服务。

依据协议，聊城市人民

医院将通过组建医疗专家和
管理团队，对莘县人民医院
的人才培养、专科建设、新
技术新业务推广应用、运营
管理等方面进行实地帮扶，
通过专业紧密型医联体建
设，进一步提升莘县第二人
民医院医疗服务能力。同时，

逐步扩大帮扶专业和医疗机
构，实现区域内医疗资源有
效共享，基层服务能力进一
步提升，形成基层首诊、双向
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
分级诊疗模式，逐步实现小
病不出镇、大病不出县、康复
在基层的就医格局。

本报聊城6月9日讯 (记
者 李怀磊 通讯员 曲
立明 ) 6月9日，东昌府区
人民法院、东昌府区总工会

“职工权益劳动争议调解中
心”在东昌府区总工会正式
挂牌成立。东昌府区政协党
组成员、区总工会主席国金
祥，区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李
新英等领导出席揭牌仪式。

职工权益劳动争议调
解工作是减少诉讼增量、依
法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重
要一环，也是贯彻落实市
委、区委和上级法院关于多
元化解矛盾纠纷、预防劳动
关系领域重大风险要求的
必要举措。下一步区法院将
积极推进诉调对接，加强与
工会的协作和沟通，做好法

律业务支持，及时有效化解
劳动纠纷，努力提升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
感。

揭牌仪式后，双方领导
向特邀调解员颁发聘用证
书，并进行实地调研和交
流。据悉，下一步职工权益
劳动争议调解中心将依托

“法院+工会”平台，构建“调

解在前，立案在后”的工作
机制，实现劳动争议案件立
案前原则上全部委托给中
心先行调解，力争把矛盾化
解在前端。调解不成的案
件，做到快立、快审、快执，
提升诉讼质效，减轻当事人
诉累，依法化解裁判劳动者
和用人单位的劳动争议纠
纷。

减轻当事人诉累，依法化解劳动争议纠纷

“职工权益劳动争议调解中心”挂牌成立

近日，莘县徐庄镇召开
脱贫攻坚质量提升促进会，
镇副科级以上领导，管区书
记，管区专职扶贫主任及扶
贫办全体人员参加会议。

会议要求：要进一步
找准脱贫攻坚方面存在的
问题短板，切实在质量提
升上再下功夫。一是要提

高认识抓提升。全体镇村
干部要将脱贫攻坚质量提
升作为当前最重要的政治
任务，牢牢抓在手上，深刻
认识这项任务的艰巨性和
紧迫性，紧抓有限时间整
改短板弱项，确保高质量
打赢脱贫攻坚战；二是要
履职尽责抓提升。全体镇

村干部要以高度负责的工
作责任心，确保当脱贫攻
坚的明白人，切实提升政
策知晓率；学以致用，抓落
实，惠民生。三是要强化检
查抓提升。镇党委政府继
续成立由纪委带队、扶贫
办 人 员 组 成 的 专 项 督 查
组，对各村扶贫质量提升

开展情况，帮扶干部履职
尽责工作情况进行督导检
查，切实促进各项工作提
质增效。

会后，各社区各村庄
严格按照会议精神抓落实，
抓整改，真抓实干，抓出实
效，提升贫困群众满意度。

(杨新宇)

莘县徐庄镇召开脱贫攻坚质量提升促进会

茌平区乐平铺镇党委
书记王克森走访慰问贫困
户，每到一处克森书记都与
贫困户亲切交谈，以拉家常
的方式详细询问贫困户生
活居住条件，详细了解他们

用水用电、厕所改造、家庭
收入以及“两不愁三保障”
政策落实情况。王克森书记
帮扶的大尉村贫困户尉法
成一户，法成已6 9岁，弱劳
动能力，妻子周玉玲肢体二

级残疾，无劳动能力，女儿
在德州学院上学，平时只有
老两口在家，王书记仔细核
算了低保金，助学金，种植
收入等，确定人均收入超过
4500元。为进一步确保不返

贫，保障稳定增收。王书记
又主动联系城建部门，在村
级为法成安排了扶贫公益
岗位，工资不多，但劳动强
度不大，且足以确保稳定增
收。

茌平区乐平铺镇党委书记王克森遍访贫困户

近日，茌平区信发街
道为辖区31个插花村的103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发放了

《聊城市茌平区人社系统行
业扶贫政策宣传单》，集中
开展人社行业扶贫政策宣

传。帮扶干部实地下村与贫
困户进行面对面宣传解读，
耐心为他们讲解了就业政
策、居民养老保险政策、技
工教育政策等优惠政策，提
高贫困群众对人社行业扶

贫政策知晓程度。
本次走访宣传活动，

共为贫困户发放宣传资料
和填写走访问卷共 2 0 0 余
份。信发街道通过积极开
展 人 社 行 业 扶 贫 政 策 宣

传，将脱贫攻坚帮扶工作
进一步抓牢抓细，以此来
提升贫困群众对扶贫帮扶
工作的满意度，收获更多
的幸福感。

(吴汉)

茌平区信发街道：扶贫“甘露”润民心

结束了超长假期，2020年
6月8日，聊城高新区韩集镇
中心幼儿园开学啦。

当前疫情防控积极成果
逐渐巩固，但孩子们的健康
安全仍牵动着全镇所有家长

的心。在开园复学第一天，为
助力幼儿园疫情防控，韩集
镇东集村党支部为韩集镇中
心幼儿园捐赠了洗手液一
箱、一次性医用口罩100个、
含75%酒精卫生湿巾一箱，为

建档立卡贫困幼儿做好复学
做好有效保障，让孩子们在
更安全的环境下快乐学习。
在接受捐赠后，韩集镇中心
幼儿园第一时间将所捐赠物
资登记在册并妥善保管。

爱满韩集，共助复学！韩
集镇中心幼儿园将在社会各
界的大力支持下，全力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为全园师生
的健康保驾护航。

(冯辉 陈晓)

聊城高新区韩集镇助力教育扶贫，护航师生健康

聊城开发区深入开展“健康扶贫”助力
脱贫攻坚，为贫困群众发放“健康卡”，凭卡
就诊可享受“两免两减半”优惠政策，医保目
录外全额自费费用由医疗机构减免10%。制
作“健康扶贫爱心小药箱”，配备6种常用医疗
用品及2本健康手册，由28支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团队为全区1314户贫困户免费发放。同时，
为每名贫困户缴纳190元的“扶贫特惠保”保
险，贫困患者可享受大病医疗商业补充保险
等险种，减轻贫困群众负担。

聊城开发区做好健康扶贫工作

6月8日下午，为进一步提高聊城高新区
教育系统通讯员和媒体采编人员新闻采写
水平，为全区教育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氛
围。教育局邀请部分报社全媒体记者以教育
扶贫为主题，对全区教育系统50余名通讯员
进行了专题培训，会场各单位扶贫宣传通讯
员学习氛围浓厚，通过本次学习，同志们大
大提高了写作水平，用手中微薄之力，以务
实诚信的工作态度编写出教育扶贫过程中
的纪实小故事，让更多的贫困孩子见证教育
扶贫的硕果，让更多的贫困家庭感受到社会
大家庭的温暖。 (冯辉)

聊城高新区提升专业技术

巩固教育扶贫成效

为扎实做好当前扶贫工作，进一步巩固
提升帮扶工作成效，临清市戴湾镇深入贯彻
落实全市关于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策
部署，认真落实脱贫攻坚“两不愁、三保障”
的基本要求，全力抓细、抓实、抓准危房排查
工作。

为保证走访质量，由科级干部带队，把
全体机关干部分组到户，压实工作责任。此
次排查，重点围绕“两不愁，三保障”对全镇
898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以及5户即时帮扶户住
房安全、户容户貌提升、档案是否齐全、各项
扶贫政策是否落实到位进行全面排查，确保
找准问题。并安排要求将入户情况以管区为
单位进行汇总，排查的危房情况由管区汇总
后上报镇扶贫办。 (张博)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他们一直在路上

东昌府区梁水镇邢屯村2014年被定为省
级贫困村，当初建档立卡的贫困户60余户，在
省市帮扶工作队和镇党委政府正确施策、积
极努力下，顺利的实现了脱贫致富，如今成
了远近闻名的产业村、富裕村。

2018年1月，邢涛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
后，他进一步深化了产业结构调整，在共村
东、村北流转土地70余亩，建起30座高标准智
能化双孢菇大棚和无公害生态大棚，实现了
工厂化生产，成为东昌府区发展集群试点食
用菌产业链基地，解决了120余个工作岗位。

为了实现果蔬的深加工，提高产品附加
值，邢涛又在镇驻地新建了占地30余亩的速
冻冷藏生产线，和冷链物流，年生产能力达
到12000吨，其深加工区每天用工量达180余
人，有力助推了全镇脱贫攻坚的进程。

(王立东)

东昌府区梁水镇

邢屯书记带动脱贫攻坚

魏立全，东昌府区斗虎屯镇人，今年51
岁，三十多年前的一次意外让他失去了整个
右手，残疾鉴定为三级肢体残疾。他的妻子杨
秀娥幼时因病落下残疾，二级肢体残疾，常年
架着双拐走路。家里还有两个正在上学的孩
子。2014年魏立全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

2018年，在扶贫部门和帮扶责任人的帮
助下，他申请到5万元的助民农户贷，除了助
民农户贷，民政部门落实扶贫低保兜底政策
7380元，扶贫项目分红发放2400元。两个孩子
上学不花钱不说，还给补助金，一家四口都
有医保缴费补贴，还参加了特惠保险。“我们
夫妻俩虽然有残疾，但党和政府这么关心我
们，我一定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自食其力，
早日脱贫摘帽奔小康。”魏立全对别人说。

(魏璇璇)

东昌府区斗虎屯镇

贫困户因残致贫 因志脱贫

5月26日，高唐县汇鑫街
道北邱村温室大棚基地里，
大棚种植户丁新中正采摘成
熟的香瓜。同一时间在北邱
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基地，
20余名村民也正忙着采摘成

熟的香瓜，大棚里充满了欢
声笑语。

汇鑫街道采用“企业+合
作社+农户”发展模式，打响
高唐县汇鑫街道北邱大棚果
蔬品牌，使北邱的温室蔬菜

产业走向专业化、规模化、品
牌化发展新路。

汇鑫街道引进先进的农
业技术公司，成立合作社，鼓励
贫困户、种植大户、普通农户入
股合作社，探索推广“保底收益

+按股分红”的分配方式，维护
好农户利益。“通过‘龙头企业+
合作社+农户’组织形式，街道扶
贫工作人员和农户成为利益共
同体，一定能带动更多农民奔上
致富路。”吴广庆信心十足。

“企业+合作社+农户”发展模式助推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

与会领导共同为聊城市人民医院莘县院区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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