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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设40余座“三夏”用油保供站
中国石化聊城公司组织开展三夏保供惠农工作

为做好“三夏”农业生产服务
工作，中国石化聊城公司积极与
当地农机管理部门沟通，了解“三
夏”生产作业面积、农业用油需求
及农机车辆作业流向等信息，制
定油品保供方案，成立油品保供
和营销领导小组，明确相关部门
职责，加强协调沟通，密切配合协

作，在全市设置40余座“三夏”用
油保供站，开辟绿色加油通道，全
力保障“三夏”农业机械及农民麦
收用油，助力农民兄弟奏响“三
夏”农忙进行曲。

在三夏保供加油站，悬挂“中
国石化三夏支农惠农加油站”横
幅，印发带有保供站地理位置、联

系电话和联系人的“三夏便民服
务卡”，及时向当地广大村民发
放。积极开展“灌桶卡”充值优惠、

“一键加油”优惠等支农惠农服务
营销活动，保障农业机械优先加
油，随时提供加油服务。

中国石化聊城公司加强“三
夏”保供站现场安全管理，每天对

重要设备设施进行维护，消除安
全隐患，保障员工及加油客户的
安全及设备设施良好运营。加大
对加油机的校验力度，确保加油
机计量精确度稳定标准。

针对跨区作业农机手，积极
提供车辆加水、餐饮等服务；成立
送油队，利用小型配送车、机动三

轮车、便民桶等，组织开展送油到
田间地头服务活动。结合“司机之
家”打造工作，设置农机手免费休
息室、提供免费手机充电、洗澡、洗
衣等增值服务及其他适销对路的
商品，助力农民放心加油、抢收抢
种，积极履行中国石化聊城公司的
央企责任和社会担当。 (郝丽艳)

东昌府区郑家镇将美丽庭
院创建与脱贫攻坚深度融合，
在全镇开展“美丽庭院+贫困
户”双提升活动，建设美丽庭
院，助力脱贫攻坚，确保创建无
盲区无死角环境卫生，实现户
户美、村村美的目标。

该镇集中开展人居环境提

升活动，包村干部帮助贫困群
众打扫庭院卫生，对室内、庭
院、院外以及个人卫生进行彻
底清理，整理菜园种植蔬菜，院
内外栽种果树，实现了物品堆
放有序、室内卫生整洁、庭院干
净整洁。

集中开展居室大整治活

动，对贫困户所住房屋实施
卫生清理、修缮墙院、旱厕改
造等工程，整修后的房屋院
落，居室布局合理、庭院焕然
一新、生活舒适卫生，给贫困
群众营造舒适卫生的生活环
境。

(李远)

东昌府区郑家镇开展美丽庭院创建与脱贫攻坚双提升活动

东昌府区侯营镇党委通过
深入开展四大引领工程，不断
强化党建促脱贫攻坚工作，使
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成为助
推脱贫攻坚的中坚力量。

通过“支部引领+产业”等
方式，充分发挥党支部在脱贫
攻坚中的引领作用，在全镇范

围内开展党员结对帮扶贫困
户活动，侯营镇党委大力支持
和鼓励村干部、能人、党员领
办、创办农村专业协会和农村
专业合作社，带动更多贫困户
共同发展，切实解决本村贫困
户发展产业中遇到的技术难
题。

同时，积极探索种养大户
与贫困户、贫困户与贫困户之
间建立互助机制，切实解决劳
动力不平衡、资金不足、等问
题，做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切实发挥了种养大户“以点带
面”的引领作用。

(顾明山 韩剑飞)

东昌府区侯营镇强化党建引领助力脱贫攻坚

为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深入贯彻落实精准扶贫相
关工作要求，近日，嘉明经济开
发区纪工委对嘉明经济开发区
扶贫包村工作队的工作开展情
况、工作纪律、帮扶资金、工作
经费使用等情况开展检查，并
深入到各行政村开展精准扶贫

走访入户工作。
本次监督检查围绕包村工

作队对党的政策宣传、建强基
层组织、推动乡村治理、工作
纪律、扶持重点项目和扶贫资
金使用等方面展开，通过监督
传导压力，督促引导各驻村队
自觉规范程序和权力运行，以

精准监督保扶贫资金安全，紧
盯扶贫资金流向和扶贫项目
进展情况等扶贫领域高危环
节精准发力、靶向出击，助力
扶贫政策严格落实、扶贫项目
取得实效、扶贫资金用到实
处。

(马建富)

东昌府区嘉明经济开发区纪工委到基层检查扶贫

为保障适龄残疾人受教育
的权利，让残疾少儿及家庭感
受到社会的温暖和关爱，山东
省临清市松林镇中心学校教师
李进在教育扶贫攻坚工作中积
极行动，为山东省临清市松林
镇西尚村智力一级残疾儿童倪
荣淼开展送学上门服务。

李进老师为残疾学生倪荣
淼制定了详细的一对一针对
性教育计划，针对倪荣淼的
残障情况精心准备了送教内
容。送教过程中，李进老师为
倪荣淼送去教材、作业本等
学习用品，还带去了慰问品，
并与倪荣淼家长进行了沟通

交流，了解学生的近况，针对
具体情况，对家长进行了康
复方法指导，使学生在家里
也能接受教育康复。在送教
的同时，把温暖送到了孩子
的心中，让困顿的家庭感受
到生活的希望。

(张博)

送学上门传关怀 教育扶贫暖人心

6月4日，莘县燕塔街道街
道召开脱贫攻坚业务知识培训
会，组织辖区9个社区党委书
记、44个村支部书记以及扶贫
专干在燕塔街道会议室进行集
中“充电”。

会议由燕塔街道扶贫工作
分管领导、人大工委主任张乃
强主持。培训会重点围绕脱贫
攻坚“两不愁三保障”、饮水安

全、住房安全等扶贫知识进行
了详细的业务培训。培训结束
后，围绕培训内容出题，采取
闭卷答题的形式，组织召开扶
贫专干业务知识测试，将考试
成绩纳入年底绩效考核，对考
试结果不理想的村庄进行通
报批评，并组织后进村去先进
村庄学习，对照先进，补齐短
板。

通过培训，让全体村级扶
贫干部对当前的重点工作有
了更全面的认识，并通过以学
促干的方式，有效提高了村级
扶贫专干学习的积极性，形成
了村级扶贫专干“比、学、赶、
超”的浓厚氛围，为打赢脱贫
攻坚这场硬仗夯实了理论基
础。

(王运兰 孙珊)

莘县燕塔街道培训扶贫业务素质全面提升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市、县
脱贫攻坚推进工作会议精神，

6月11日上午，莘县徐庄镇召
开由全体机关干部、村支部书
记、村扶贫专干参加的脱贫攻
坚“问题清零，决战决胜誓师大
会”。

会议要求全体干部要进一
步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合
力攻坚。

会议传达了市、县脱贫攻
坚推进会议精神，进一步明确
工作重点，传导工作压力，杜
绝麻痹、松懈思想；对标省市
的最高标准、最严要求，徐庄
镇自抬标杆，找短板，找弱项，
进一步加强工作力度；会议要
求严把时间节点，继续走访摸
排，边访边查，边查边改，对照
问题，举一反三，彻底见底清

零。
徐庄镇党委书记郭继锋

强调：“脱贫攻坚到了最吃劲
的关键时刻，大家一定要紧绷
这根弦，做贫困户的知心人，
做工作上的实干家，积极‘清
忙点，扫死角’，勠力同心，迅
速整改，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
收官任务！”

(郎彦红)

莘县徐庄镇：“誓师大会”助力脱贫攻坚

“俺这面条都是扶贫产品，
不添加任何防腐剂，用菠菜、胡
萝卜等蔬菜汁和面，纯手工制
作，拌点葱花儿喝上一碗，保您
能吃出‘家的味道’。”近日，高
唐县固河镇前吴村扶贫专干司
敏，双手紧捧手工面条，在电脑

前卖力地吆喝起来，语言质朴
而有带动力，瞬间让人有了消
费的冲动。

司敏所推销的产品，全都
是从前吴村村民手中收集而
来，借助固河镇信息化扶贫
电商平台，实现了网上销售，

让昔日不受关注的农产品，
成为自带“流量”和“光环”的
网红商品。目前，像司敏一
样，固河镇帮助贫困户“带
货”网上销售的扶贫专干共
有74名。

(邹辉 郭洪广)

高唐县固河镇74名扶贫专干借电商平台“带货”

“党和政府给予了我亲切的关
怀和巨大的帮助，很多故事和细
节，都让我难以忘怀。一张张亲切
的面孔，一个个熟悉的名字，每当
想到帮扶我的扶贫干部，我的心里
就充满感激……”这是莘县莘亭街
道前大里庄村贫困户张同久写给
街道办事处的感谢信。

53岁的张同久是一位残疾人，
2013年在北京做开颅手术治疗三叉
神经痛，2014年女儿考上大学，巨大
的开支让张同久一家的生活陷入
困顿，张同久经营的门市也因资金
链断裂导致入不敷出、举步维艰。

在了解详情后，莘亭街道积极
协调，帮助张同久贷款5万元，缓解
了他的资金困难。帮扶干部又为他
争取了一辆轮椅，并利用入户走访
的机会，向他传达扶贫政策，引导
鼓励他自强自立、增强发展信心，
激发他的脱贫内生动力。

帮扶干部杨俊霞说：“张同久
虽然身体有残疾，却意志坚强。为
了学习家电维修，他自费去济南上
技校进行学习，如今，已经熟练掌
握了各种普通家电的维修技术。也
称得上是残疾人自主创业的优秀
代表。” (亢慧芳)

莘县莘亭：感谢信里见真情

为确保贫困户“两不愁，三保
障”，切实提升贫困户的幸福指数，
让贫困户生活的更加满意幸福，阳
谷侨润街道立足实际，为贫困户开
展多项惠民服务，让贫困户乐享惠
民盛宴。

上门服务赢民心。麦收期间，
侨润街道团委和扶贫办组织青年
志愿者，把一桶桶直饮水送到东八
里营村贫困户老人家中，并为他们
送上价值100元的直饮水卡和压力
器。真情服务解难题，对建档立卡
扶贫户该享受的政策全部享受到

位，做到无缝隙全覆盖。救助服务
贴民心，侨润街道党工委为把救助
服务政策落实到每个困难户心坎
上，对街道208户贫困户400人制订
扶贫救助计划，并已辅助实施，对
街道的贫困户等弱势群体实行困
难临时救助政策。富民生产贷换新
颜，侨润街道把金融扶贫精准到企
业到人，充分发挥‘富民生产贷’作
用，带动贫困户走上了脱贫致富
路，全力“贷”动企业和贫困户实现
双赢。

(孟祥敏 杨长武)

阳谷侨润街道：贫困户乐享惠民盛宴

阳谷寿张镇党委、政府紧紧围
绕“党建+扶贫”这一工作思路，注
重培养有致富能力、年轻有为、开
拓能力强的村民成为入党积极分
子，通过狠抓党建推动脱贫攻坚。
西纸坊村党员年龄老化，急需发展
年轻党员。市纪委监委机关派驻寿
张镇西纸坊村第一书记钟彦经过

多次召开村两委会、村党支部会及
全村党员大会，把政治立场坚定，
年富力强、热心为村民服务的村委
主任梁久增发展为预备党员，同时
吸纳马玉霞、高辉、高凡帽入党积
极分子3名，从而为脱贫攻坚打下
了良好的基础。

(赵丹珠)

阳谷寿张镇狠抓党建 推动脱贫攻坚

聊城市阳谷县寿张镇党委、政
府坚持把脱贫攻坚与美丽乡村建
设相结合，做到脱贫攻坚与美丽乡
村建设同步推进。

每遇大雨，因下水道不畅，村
内积水严重，满街都是垃圾，异味
刺鼻！寿张镇西纸坊村村民深受其
害，彻底解决这一顽疾，成为全村
村民迫切愿望。聊城市纪委监委机
关第一书记钟彦自派驻寿张镇西
纸坊村开始驻村帮扶以来，在地方

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多次召
开村两委会、党支部会、党员代表
和村民代表大会，经多方努力，申
请扶贫专项资金，协调有关部门，
高标准对西纸坊村两横一纵三条
主街两侧的下水道进行修建，从此
村民们告别“晴天一身土，雨天一
身泥”历史，而且街道两侧栽植樱
花、紫叶李、核桃等苗木，村民生活
质量和居住环境大大提升。

(张中良)

阳谷：脱贫攻坚与美丽乡村相结合

6月1日下午高唐县清平镇出
现大风暴雨冰雹天气，造成镇北部
片区麦田大面积倒伏，棉花、果蔬
等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镇机关党
员干部、“村两委”成员第一时间行
动起来，深入田间地头，组织指导
群众救灾自救。

在扎实开展粮食生产宣传动
员工作的同时。清平镇着重强调结

合暖心行动，助力空巢老人户、残疾
人户、外出务工人员家庭户等弱势群
体、全力帮助贫困户等劳动力缺乏家
庭针对“三夏”抢收抢种农忙时节解
决实际困难。提前统计并安排好党员
干部、帮扶责任人入户帮扶工作，实
打实地为贫困群众生产生活提供帮
助，走好扶贫脱贫“最后一公里”，提
升困难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党员干部齐抓共管助力“三夏”促生产

6月12日，省定贫困村高唐县清
平镇高寨村党支部书记刘士芳引进
种植的100余亩彩色小麦开始收割。彩
麦是独具特色的一种新品系，与其它
小麦相比，这些彩色小麦营养价值更
高，但是种植环节与普通小麦类似。

前些年，高唐县清平镇高寨村
的党支部书记刘士芳在农民技术
员推广和新技术的学习当中，了解

到黑小麦是一个特色的农作物新
品种，不仅能吃，而且还具有保健
功能。经过五、六年的摸索，刘士芳
种植的黑小麦产量上去了，还带动
了更多人加入黑小麦种植的队伍。
今年，刘士芳尝试种植了2亩多的
彩色小麦新品种——— 绿麦，亩产量
能达到八九百斤，为带动村民致富
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带头作用。

高唐县清平镇：省定贫困村彩麦喜获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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