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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农科院与聊城市开展新时代兴聊科技支撑战略合作

院地双方签署7项合作协议
本报聊城6月18日讯(记者

谢晓丽 国晓宁 通讯员 周
坤)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和
乡村振兴战略部署，增强聊城市
农业科研实力，促进聊城市农业
高质量发展，2020年6月18日，由
聊城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和聊城市
畜牧兽医局承办的“山东省农业
科学院 聊城市人民政府新时代
兴聊科技支撑战略合作工作会
议”成功召开。

会上，院地双方签署了7项合
作协议。其中，省农科院与聊城市
人民政府签署了《新时代兴聊农
业科技支撑战略合作协议》和《共
建聊城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合作协
议》；省农科院有关研究所分别与
阳谷、冠县、莘县人民政府及部分
农业龙头企业签署了共建阳谷县
现代农业产业园、冠县果品产业
技术研究院、莘县蔬菜产业技术
研究院、鲁西黑头羊产业技术研
究院、东昌府区家禽产业技术研
究院5个合作协议。省农科院党委
书记李长胜，市委副书记、市长李

长萍及有关负责同志分别为4个
产业技术研究院揭牌。

合作围绕助力耿店村乡村振
兴、共建聊城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共建产业技术研究院、共建农业
产业园、共建聊城市农业标准化
示范基地和优化农产品加工、加
强农业人才培养7个方面，着力做
强聊城区域优势特色产业，不断
提升农业科技创新驱动能力，强
化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积极
探索“政产研用”等要素聚集及高
效配置模式，科技支撑聊城农业
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此次院地共建聊城
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在省农科院
与市政府的支持下，将进一步加
强聊城市农科院学科建设，在食
用菌种质资源、设施蔬菜、分子育
种、果品产业、农业大数据等领域
进行重点支持。此外还将加快重
点实验室建设、注重人次培养、全
面深化项目合作、全力支持聊城
市农业标准化示范基地建设。

为确保此次合作落到实处，
双方将成立新时代兴聊农业科

技支撑战略合作领导小组，领导
小组在省农科院科研处和聊城
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分别设立办

公室，并拨付专项经费用于“卡
脖子”技术攻关、科研项目合作
等。同时，建立开放合作机制，吸

引更多具有特定资源或能力优
势的主体参与合作，共同服务聊
城率先崛起。

会上，院地双方签署了7项合作协议。

在高唐县金秋果品种植专
业合作社的黄晶梨种植基地，
数十名工人正在紧张忙碌着，
一派繁忙景象。“来这里做工有
几年了，家门口上班就可以有
收入。”正在给果树套袋的固河
镇西赵村贫困户张术会说，在
基地干活每天有60多元的收

入，既能学到种植技术，又可以
照顾家庭。

“我们招收的工人主要是
当地的建档立卡贫困户，目的
是带动他们早日增收脱贫。”金
秋果品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孙青忠介绍说，合作社带动当
地建档立卡贫困户30户50多人

进入基地务工，每年支付给工
人的工资达60多万元。今年以
来，固河镇强化党建引领，积极
探索村、户产业发展增收模式，
通过“合作+基地+集体经济+
农户”方式，巩固脱贫成效，决
胜脱贫攻坚收官战。

(郭洪广)

高唐县固河镇党建引领脱贫攻坚，助推村级经济发展

近日，东昌府区古楼街道
办事处召开脱贫攻坚问题整改
清零会议，会议通报了各村脱
贫攻坚问题整改检视清零整改
工作进展情况；安排部署了下
一阶段各项整改检视清零工作
任务。

明确工作重点，要坚持问

题导向，要认真对照帮扶工作
资料、“两不愁三保障”、安全
住房巩固提升、应知应会和户
内政策知晓率、兜底保障、巡
视巡查反馈问题整改等问题，
确保实现整改任务清零、漏点
短板清零；要压实工作责任，
帮扶责任人，扶贫专干及帮扶

科级干部要切实扛起扶贫工
作责任，牢牢守住“两不愁三
保障”的底线标准，推动脱贫
攻坚各项任务全面落到实处。
确保6月底之前所有扶贫问题
清零，全力迎接脱贫攻坚验收
评估。

(王琳)

东昌府区古楼街道开展脱贫清零工作

“以前曾是废弃坑塘，村民
从此经过，异味刺鼻，苦不堪
言，如今坑塘经过集中整治，变
废为宝，成为良田。不仅异味没
了，环境美了，而且还能为村集
体增收，也有力地推动了全村
脱贫攻坚的深入开展！”5月12
日，在聊城市阳谷县大布乡郭
子洛村，村党支部书记李春峰
满脸激动地说。

郭子洛村村委大院附近有
个常年废弃的坑塘，坑塘四周
垃圾遍地、杂草丛生，异味刺
鼻，村民苦不堪言。在农村环境
整治暨脱贫攻坚行动中，按照

“平、清、净、增、改”等6字方针
要求，郭子洛村省派驻村帮扶
第一书记李英勇，在辖区党委、
政府大力支持及村两委的密切
配合下，投入3 . 6万元余元扶贫

专项资金，对村委会附近这座
长期废弃的坑塘填平后，不仅
彻底改变之前脏乱差的环境，
而且新增耕地9亩左右。村委会
利用新增的9亩左右耕地，在乡
党委、政府大力支持下，准备种
植高庙王“先运”牌辣椒，预计
每年可为村集体实现增收上万
元。

(国瑞)

阳谷：村庄环境整治 助力脱贫攻坚

自2019年4月份，按照山东省
委组织部统一安排，省侨联派驻阳
谷县大布乡郭子洛村第一书记李
英勇开始驻村帮扶以来，发挥侨联
优势，千方百计助力地方经济发
展，以经济发展促进脱贫攻坚。

大布乡板材产业是该乡的重
要支柱产业，但主要从事板材产业
链低端生产，亟需延伸产业链提档

升级，增加产品附加值。经第一书
记李英勇牵线搭桥，介绍香港上市
公司——— 大森控股集团董事局主
席柯明财先生到大布乡实地考察。
现已初步达成大布的生产厂家可
以给大森公司供应原材料；大布的
板材企业可以为大森公司进行代
加工，大森公司有在大布投资建设
板材工业园区等意向。 (国瑞)

阳谷：第一书记帮扶助推经济发展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坐在家
里没出门就把小麦收到家。”今年
麦收期间，聊城市阳谷县七级镇
一贫困户高兴地说，今年他的小
麦不仅实现了每亩地1000斤的高
产，而且在村委帮扶下，通过利用
现代化机械，颗粒归仓。

为确保颗粒归仓，七级镇农
机推广服务中心推出“农机+扶

贫”助战脱贫攻坚活动。据了解，
今年麦收期间，七级镇党委、政府
要求所有驻村帮扶干部全部奔赴
村庄田间地头，在向贫困户大力
宣传麦收防火的同时，积极与镇
农机部门联系，帮助贫困户联系
大型收割机械，农机合作社向贫
困户免费提供农机作业服务，近
百户贫困户受益。 (何福广)

聊城阳谷七级现代农机助扶贫

莘县张鲁回族镇在新一届党
委、政府领导下，化压力为动力，
变被动为主动，对脱贫攻坚决战
决胜发起总攻，打赢就是“承诺
书”，“必胜”就是“军令状”，较真
碰硬整改问题，结合实际创造性
开展工作，经过全镇努力，顺利实
现“双零”摘牌。

劲锐出战，同心坚守一线，件
件倾心于民，事事温暖人心。张鲁
回族镇每一名包户干部深知自己
身上的责任和担子，四月份以来，通

过全方位的入户走访，与贫困户广
泛沟通，对每个家庭的人员组成、衣
食住行、种植养殖收入、就学就医就
业等情况进行全面梳理，不仅如此，
通过走访和面对面的交流，能够亲
耳听到贫困户的心声，切实解决了
贫困户的实际困难，拉近了距离。

在走访中，包户干部逐字完
善档案，亲自动手帮助贫困户打
扫卫生，为贫困户铺上新的床单
被罩等等，用实际行动履行着包
户干部的责任。 (冯秋霞)

莘县张鲁回族镇脱贫攻坚有行动

近日，东昌府区郑家镇扶贫
办联合公益顺风车到杨家村贫困
户温凤兰家中走访慰问，送慰问
金500元。同时，为贫困户送去录音
机、电扇、蚊帐和夏凉被。

在所结对的贫困户家中，每
一名结对干部都详细询问、了解
了贫困户的身体状况、家庭收支

和子女教育等方面情况，真切感
受他们的疾苦冷暖与愿望心声，
鼓励他们要增强脱贫致富的信
心和决心，发扬自力更生、艰苦
奋斗的精神，结合自身实际，做
好脱贫致富发展规划，争取早日
脱贫致富。

(李远)

东昌府区郑家镇扶贫办联合公益顺风车献爱心

高唐县汇鑫街道扶贫大棚蔬菜旺

近年来，高唐县汇鑫街
道积极探索脱贫道路，在脱
贫攻坚战的决胜期，汇鑫街
道党工委铆足了劲，帮助贫
困群众脱贫致富，带动贫困
户发挥主观能动性，靠自己
的力量实现脱贫，有劳动能
力的贫困户积极联系适合他

们的工作岗位，让“输血”变
“造血”。同时，完善相应配套
措施，利用扶贫车间、扶贫大
棚等渠道，开发更多的就业
岗位，让贫困户就近就能实
现增收，切实解决了他们的
生产生活所需。

北邱村党支部先后组织

包括10余户贫困户在内的80
多名妇女参加了10余场次的
蔬菜种植技术培训，并以合
作社内的蔬菜大棚为试点，
进行实地锻炼。通过“培训+
实训”，70余名妇女已在合作
社就业，每名员工年收入能
在5000元以上。

莘县张鲁镇狠抓产业脱贫

莘县张鲁回族镇认真领会
上级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
述，狠抓产业扶贫，全力打赢脱
贫攻坚战。

一是抓好劳动技能培训。
结合莘县人社局积极开展多种
多样的技能培训。以菜园村扫
帚产业为带动，使每户在家的
劳动力掌握各项技术，实现在
家发展致富。二是突出产业基
地扶贫模式。以现有扶贫大棚

为基础，拓宽经济发展路子，将
贫困户稳定链接在市场主体产
业发展链条上，使产业变产出、
资源变资产，不断产生经济效
益，壮大村集体经济。三是长期
积极培育和引进市场主体，每
个村分别与各市场主体对接，
水果种植、蔬菜栽种、生猪养殖
等产业如火如荼进行中，为贫
困群众铺平了一条稳固长效的
脱贫致富之路。

莘县张鲁镇将以“咬定
青山不放松”的韧劲，以“不
破楼兰终不还”的担当，以

“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气概，
汇聚磅礴力量，不懈奋进、善
战善胜，切实做到心中无顾
虑，肩上有担当，为决胜脱贫
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
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保驾
护航。

(冯秋霞)

东昌府区柳园街道开展健康扶贫

今年以来，在东昌府区卫生
计生局的领导下，东昌府区柳园街
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把健康扶贫
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加强组织
领导，强化基层服务，实施分类救
治，狠抓任务落实，坚持精准识别、
精准扶贫、精准发力，让贫困群众

“看得上病、看得起病、看的好病、
少生病”为贫困群众提供健康保
障，健康扶贫工作成效显著。

柳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落实了家庭
医生签约、建立健康档案；对国网
建档立卡患病贫困人口全部落实
了“八个一”工程，实施慢病签约
服务、大病集中救治、重病兜底保
障分类救治措施，特别是对严重
精神障碍患者、尿毒症等重大疾
病实施重点救助。

(戴金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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