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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驾考中心投用
是全市第一家全科目、封闭式的社会化考场

本报聊城6月18日讯(记者
李怀磊 通讯员 张海燕) 好
消息，进一步打造民生驾考、智慧
驾考、阳光驾考，方便、便利广大
考生，18日，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
驾驶人考试中心投用了，该驾考
中心位于开发区辽河路燕山路
口，是聊城市第一家全科目、封闭
式的社会化考场。

据介绍，在该考试中心科目
一第二考场(经开区大队)，配有
50个考台；科目二第十二考场(经
开区大队)设置5个倒车入库、5个
侧方停车、3个曲线行驶、3个直角
转弯。目前考试车10辆，8辆C1、2
辆C2。日考试能力260人。聊城市
科目三第十二考场 (经开区大
队)，该考场设置3条考试路线，当
前考试车10辆，8辆C1、2辆C2，日

考试能力250人。
进入考场大门，考生第一感

觉就会发现此考场颜色搭配上与
传统考场有所不同，这也是考试
中心的特色之一：考场用橙黄、青
绿、紫红三色，作为不同功能区代
表色。橙黄色用于考试全流程相
关场所的导视系统设计。是与考
试业务相关功能区的代表色，如
科一待考室、科一考场等。青绿色
用于便民服务场所的导视系统设
计。包括饮水处，餐厅，卫生间，存
包处等。紫红色用于行政办公场
所的导视系统设计。如科二主控
室、科三主控室、办公室等。这三
种颜色与交通指示灯红、黄、绿为
同色系，寓意着整个考场全体工
作人员的使命与价值：阳光、品
质、智慧、使命。考试中心的每一

位员工都会本着遵守规则，敬畏
生命的初心，为安全交通严把源
头第一关。

为了规范考场秩序，考场采
用封闭式管理方式。考场分别设
有考生专用通道，非机动车通
道、社会车辆通道以及科三考试
车专用通道，每个通道都设有身
份识别系统，只有约考学员方可
进入。

在整个过程中，均可实现与
考生免接触，当日考生通过身份
证即可自助完成从进入考场、侯
考、存包、上车、合格签字等各个
环节，从而提高考试效率。对于预
约连考的考生，考试中心推出科
二、科三、甚至科四一天连考的考
试模式，一次通过的考生最快40
天可以拿到驾驶证。

该考试中心的科目二考场。

“感谢党，感谢政府，让我
住上了楼房，还给我找了工作，
当上了保洁员。”阳谷县石佛镇
韩庄村贫困户韩吉合逢人便
说。现在的韩吉合同两年前相
比，村民都说那简直是换了个
人，整个人有了精神、有了活
力。

韩吉合老伴去世早，由于
家里穷，儿子到女方家过，只剩
他一个人，2016年纳入建档立
卡贫困户。2018年虽然脱了贫，
但是家里卫生差，整个人精神

状态不好，浑浑噩噩的。2019年
7月份，韩庄村旧村拆迁，村民
全部进了康居嘉苑社区，住上
了宽敞明亮的楼房，按规定，韩
吉合也分到70多平方米的楼
房，管理区和村干部还给他在
社区物业阳谷善诚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找了一份保洁员工作，
每月600元。韩吉合每天按时去
物业上班，和同事一块打扫社
区卫生，下了班还和他们在社
区广场健健身，下下象棋，他感
觉生活有了动力，生活也有了

规律。
这只是社区搬迁带动贫困

户变迁的一个缩影。石佛镇康
居嘉苑社区共辖前陈、后陈、韩
庄等13个村，在组建社区物业
公司时，镇党委、政府明确要求
把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员吸纳
进来，有的干保洁员，有的干门
卫，通过这一措施，为社区所辖
村和附近村10多名贫困人员解
决了就业岗位，人均年增收
8000多元。

(楚凤珍 乔宁)

阳谷石佛镇：贫困户上了楼 当上保洁员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关于精
准扶贫工作的相关要求及意
见，积极落实动态调整的新方
向，切实提高精准扶贫群众满
意率和知晓度，6月15日，聊城
高新区实验小学组织教师们开
展了教师结对帮扶贫困生，率
先开展“一对一”长期结对帮扶
贫困家庭学生活动。

该活动充分让教师发挥
示范引领作用，以本次活动为
契机，促进教师与学生之间的
了解、交流与沟通，弘扬助人

为乐，感恩奉献的美德，营造
人文关怀，和谐友爱的校园氛
围。

高新区实验小学六年级二
班班主任张庆香老师通过思想
上解惑，实时掌握贫困生的思
想状况，化解他心中的困惑；生
活上张庆香为井天宇同学购买
了本子、钢笔等学习用品；学习
上经常找贫困生谈话，逐渐帮
其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掌握
学习方法。

此次活动让贫困学生感受

到了学校的温暖，感受到了老
师的爱心。张庆香表示今后会
尽心尽力做好帮扶工作，帮助
学生解决生活及学习上的困
难，让他在学校这个大家庭中
感受到关怀和温暖，让他快乐
学习，健康成长。接受帮扶的学
生表示自己要加倍地努力学
习，同时要学会做人，懂得感
恩，把爱心继续传递下去，不辜
负学校和老师的期望，将来成
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孙慧婷 肖兆森)

聊城高新区实验小学开展教师结对帮扶贫困生活动

近年以来，东阿县铜城街
道党工委紧扣打赢脱贫攻坚
战，压实压紧责任，整合资源力
量、聚集发展要素，实现了精准
管理提升质量。

该街道提振精神面貌，开

展暖心活动。街道党员干部通
过“扶贫爱心超市”开展洁净扶
贫，对全街道贫困户进行洁净
帮扶，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对
于有劳动能力的督促其积极打
造庭院，美化环境，换取积分，

兑换自己所需生活物品；对于
没劳动能力的由帮保责任人联
系党员先锋队帮助贫困户净化
环境，大大提升了贫困群众脱
贫致富的精气神。

(许银环)

东阿县铜城街道通过“扶贫爱心超市”开展洁净扶贫

今年以来，聊城开发区东
城街道积极探索建立贫困人口
即时帮扶机制，对因病因灾等
出现的临时性、突发性、支出型
贫困人口，即时出现，即时标

注，即时纳入，建立台账，整合
利用社发、教育、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卫计等部门救助政策即
时帮扶。目前经过认定，将辖区
四户家庭纳入及时帮扶户。东

城扶贫办建立动态管理新机
制，做到即时识别即时帮扶，按
脱贫享受政策人口管理，按照

“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因户
因人开展精准帮扶。

聊城开发区东城街道扎实做好即时帮扶工作

“闺女，下着雨还来看我，
还给我打扫卫生，也不歇会喝
口水，路上慢点。”莘县妹冢镇
刘屯村贫困户巩守德一边出门
送着妹冢镇志愿者张珂，一边
感激地说道。

为进一步改善贫困户的生
活水平、居住环境，提高贫困户
的“精气神”，妹冢镇党委政府
安排全镇志愿者，穿上红马甲，
组成小队到所帮包的户中，为

全镇贫困户开展“双提升”志愿
行动。

志愿者们发扬不怕脏、不
怕累精神，每到一户都拿起扫
把、拖把、抹布等工具，对贫困
户家中生活物品进行整理，检
查水电线路是否安全，帮助贫
困户清扫屋内死角、庭院、清运
垃圾等。志愿者们还与贫困户
交谈，了解他们的需求，鼓励他
们要保持好心情、好身体，并叮

嘱他们要养成讲卫生的好习
惯，让自己不仅在物质上脱贫，
更在精神上达到富有。看着干
净、整洁的房屋，贫困户们对志
愿表示由衷的感谢。

此次志愿活动，每位志愿
者用实际行动让困难群众感受
到政府对他们的关爱，激发了
他们以更加饱满的热情、良好
的精神面貌参与精准脱贫工
作。 (秦晓丹)

展志愿者风采，助贫困户“双提升”

“俺一个月为村里打扫卫生，
能收入600元，通过辛勤劳动挣来
的钱，俺心里感到自豪！”今年5月
12日下午，在聊城市阳谷县大布
乡魏庄村，现年56岁的贫困户孟
召义激动地说。

“扶贫重在扶智、扶志”，大布
乡党委、政府在全面落实贫困户

“两不愁、三保障”，确保贫困户享
受各项扶贫政策的同时，大力开
发村级保洁员扶贫公益岗位。乡

林业站站长、吕超凡管区主任、魏
庄村包村干部孙忠孚积极联系与
乡人社部门，通过对贫困户广泛
深入宣传，并严格筛选，吸纳魏召
义、钟本胜、孟广清等3名责任心
强、勤劳朴实爱干净的贫困人员
充实到村环卫保洁员公益扶贫岗
位，每月工资600元，每月月底前由
县财政部门发放，从而激发了贫
困户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

(国瑞)

阳谷：扶贫公益岗位为贫困户增收

聊城开发区金融办坚持金融
政策与扶贫政策协调，全力推动
金融服务，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
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撑。积极引导
辖区银行业、担保公司、小贷公
司、民资公司精准开展扶贫金融
产品和服务创新，加强对地方企

业信贷支持力度。对于符合条件
的农村型生产经营主体特别是带
动能力强的企业提供资金担保及
信贷服务。积极开展小额扶贫信
贷，动员企业申请富民生产贷1200
万元，帮扶240名贫困户，给予每名
贫困户1800元相关帮扶。

聊城开发区做好金融扶贫工作

焦红艳是东阿县刘集镇扶贫
办一名普通工作人员，也是刘集
镇132名帮扶责任人的其中一员。

刘集镇夏口村的郎宪英是她
的帮包户，郎宪英，家庭情况比较
特殊，郎宪英年老体弱，性格比较
孤僻，不愿跟人交流，还有两个智
力残疾的儿子，家庭十分贫困。

焦红艳不仅帮其把屋里屋外

打扫的干干净净，看到窗户没有
玻璃，焦红艳请来安玻璃师傅，帮
她安上玻璃，然后又与支部书记
赵学起商议帮郎宪英家修房子。
郎宪英说：“这回行了，刮风下雨
都不怕了，俺住着也踏实了。”

2020年是脱贫工作收官之年，
每一位帮包责任人的理想信念，
也更加坚定。 (许银环)

坚定帮扶信念，将帮扶进行到底

连日来，莘县燕塔街道纪工
委、督查室建立完善督查考核机
制，发挥监督职责。成立街道督查
领导小组，加大督查考核力度。建
立街道督查台账，夯实督查责任。

莘县燕塔街道纪工委、督查
室联合扶贫办每月通过听取汇
报、实地查看、查阅资料、座谈交
流等方式，对各村(社区)干部、包
村工作队员、帮扶干部履行脱贫
攻坚工作职责情况进行督查考

核，确保街道党工委提出的对各
项脱贫攻坚政策的具体要求全面
落实，街道脱贫攻坚顺利进行。

此外，还抓好全街道纪律作
风建设工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
加油鼓劲，把该压的担子压实，该
减的负担砍掉，营造一个干真事、
做实事、真做事的环境，让干部起
劲，让百姓认可，确保街道脱贫攻
坚各项任务精准落实。

(王运兰)

莘县燕塔街道督察扶贫工作措施硬

5月24日，在高唐县固河镇李
庙村立才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
600亩瓜蒌种植示范基地，40多名
村民正忙于清除田间杂草，脱贫
户王东星也在其中。王东星说：

“我在合作社打工，一天能挣60多
块钱，还学到了瓜蒌地种植技术。
明年我要在自己的地里种植瓜
蒌，挣得肯定比现在还多，日子越
过越好！”

该镇种植中药材带给贫困户

3项收入：一是流转土地费用；二
是在合作社务工报酬；三是与合
作社签订代种协议，合作社为贫
困户免费供苗、供药、供肥，免费
技术服务，并签订保底收购合
同。如今固河镇已建成中药材种
植示范基地6个，共种植天南星，
瓜蒌、白芷、芍药等中药材5 0 0 0
余亩，辐射带动2 0 0余户贫困户
脱贫致富。

(郭洪广)

高唐县固河镇：中药材产业助农“除穷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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