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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地蜗牛肆虐，村民集体捕捉
农科院专家支招：开展农业、物理、化学综合防治

本报聊城6月23日讯(记者
国晓宁) 6月22日上午，壹

粉“alwaysendy”反映，现在麦
收后的地里已经种上玉米了，
但是地里出现了大量的蜗牛，
它好像吃玉米叶子，很多村民
都去地里捉蜗牛，希望找到专
家破解。

记者采访了解到，麦收已
过，玉米刚刚出来叶子，尽管
天气炎热，可临清市青年路街
道吴刘庄村的村民顾不上炎
热的天气，一有空就走进玉米
地里捉蜗牛。“大伙没白没黑
的逮，可现在玉米叶上还趴着
一个又一个的蜗牛。我总共种
了6亩地玉米，每一块地里都
有蜗牛。邻村的地里也有蜗
牛，也不知道这些蜗牛是怎么
来的。这些蜗牛出没有规律，
从晚上7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
它们会准时出来聚餐，太阳出
来，气温升高，他们就钻到草
里去了，等太阳落山后再出
来，非常狡猾，别看个头都不
大，威力可不小。”村民葛大哥
说。

为了不让蜗牛破坏庄稼，
吴刘庄村的村民可没少想招。
打农药、撒石灰，该想的办法
想了，能用的招数用了，可这
些蜗牛还是不见少。实在没办
法了，他们只好用上了土办
法，就是下手逮，可实际情况
是，逮蜗牛的速度始终赶不上
蜗牛繁殖的速度。

为此，记者咨询了聊城市
农业科学研究院的有关专家。
专家表示，蜗牛危害一般发生
于有灌溉条件及地势低洼潮
湿的农田，特别是老的菜田附
近和沿渠、沟、河两岸农田，白
天潜伏于荫蔽、低洼、潮湿处，
清晨或傍晚取食，阴天则全天
危害。

玉米田蜗牛危害主要以
舔食玉米叶片叶肉影响玉米
光合作用，舔食玉米雌穗花丝
影响玉米雌穗授粉结籽为主，
同时蜗牛分泌黏液， 污染作
物，导致有害病菌侵染，引发
玉米叶部病害。

防治蜗牛危害，应该贯彻
“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指
导方针，开展农业、物理、化
学综合防治。一是物理措施，
秋后及时深翻土地，把表土
层的植株病残体、蜗牛成贝
及幼贝等深埋于地下；二是
农业措施，铲除田间、地头、
垄沟的杂草，保持地面清洁、
平整，破坏蜗牛活动和生存
条件，并可在地头撒宽10厘
米左右的生石灰带；三是化
学防治，主要药剂是四聚乙
醛等，施药时间应选择在早
晨或旁晚，玉米苗期可成行
撒施或成堆放置，玉米秸秆
高时可以先震落，或用菊酯
类喷射，使其落地，然后撒施
或喷施四聚乙醛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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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6月23日讯(记者 李怀磊)
为做好辖区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

作，保障辖区道路交通安全畅通，减少交
通事故的发生，6月18日，聊城高速支队
莘县大队开展货运车辆专项整治行动。

此次行动，大队在莘县、莘县南收费
站设立检查点，将执勤警力分为两组，对
过往货车进行24小时查处。为了从思想
上筑牢预防重特大事故的防线，提高驾
驶人的交通安全意识和遵守交通安全法
规意识，大队执勤民警在执法执勤过程
中，注重道路交通法规宣传教育，提高驾
驶人道路交通安全意识。

一方面大队执勤民警在收费站对过
往运输煤炭、建材等货物的大货车进行
严格检查，严处大货车超载、超高、超长、
超宽、不按规定行使、非法改装车型、准
驾车型不符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

另一方面民警对存在道路交通违法
行为的司机，除按照道路交通处罚条例
进行处罚外，还耐心为其讲解道路交通
安全法规以及道路违章的危害性，严格
按照查处一起教育一起的原则，为驾驶
人员灌输“安全驾驶文明驾驶”的思想。

此次行动，出动警力15人，警车2辆，
检查过往车辆100余辆，查处重点违法40
余起。

聊城高速交警开展

货运车辆专项整治

大图：村民一有空就走进玉米地里捉蜗牛。
小图：村民捉到的蜗牛。

6月13日，莘县燕塔街道
组织100多名志愿者分组到贫
困户家中开展“金晖助老”青
春扶贫志愿活动，帮助老人打
扫卫生，改善家居环境。

志愿者们放弃周末休息
时间，分赴街道分散供养五保
户、残疾户、大病户家中，帮助

他们清扫庭院、整理室内卫
生，在炎炎夏日中将党和政府
的关怀送到贫困户的家中。

活动开始前，燕塔街道根
据贫困户的分布情况将志愿
者分为五组，并由街道领导班
子成员亲自带队。志愿者们撸
起袖子、扛起铁锨、拿起扫帚

和抹布，在室外为贫困户清理
院内杂物、铲去院内杂草，在
室内帮助贫困户擦桌、扫地、
整理物品。志愿者与贫困户谈
心，鼓励他们保持积极乐观的
心态。贫困户很感动：“感谢党
和政府的好政策，让我们这些
贫困户都能不愁吃穿，生病了

住院还报销那么多。”
此次活动不仅改善了贫

困户的居家环境，增强了他们
的生活信心，还密切了干群关
系，激励着街道干部为了改善
贫困户的生活，打赢脱贫攻坚
战而不懈努力。

(王运兰)

莘县燕塔街道开展“金晖助老”青春扶贫志愿活动

东阿县姚寨镇按照建设
“现代农业特色镇”的目标定
位，引进了东阿新希望现代农
业产业园项目，该项目通过“公
司+农户”的方式进行合同放养
和回收，将有效带动农户增收。

2018年姚寨镇利用上级扶
贫资金建设扶贫养猪场项目，
建成后承包给东阿新希望六
和种猪繁育有限公司，作为育
肥猪饲养基地，每年都能够为
贫困户带来稳定收益。2018年

签订养猪扶贫协议，当年已支
付贫困户分红21万余元。

2019年，姚寨镇继续建设2
排养猪舍和一套粪污处理设
施，完善养猪场各项功能。2020
年姚寨镇继续投资468万元建

设扶贫养猪场项目，目前正和
东阿新希望六和公司洽谈帮
扶事宜，计划建成后租赁给该
公司，年租赁费38 . 6万元，将有
效推动姚寨镇贫困户稳定脱
贫。 (许银环)

东阿县姚寨镇引进产业项目帮扶贫困户稳定脱贫

近日，东阿县牛角店中心
卫生院集中审查贫困人口慢
性病助力健康扶贫。设立卫生
院和有庄卫生室两个审查点，
并组织驻村乡村医生提前做
好了慢病患者摸排工作，深入

到各村动员疑似患有23种慢
性病的建档立卡贫困患者到
卫生院诊断、办理慢性病本，
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

在集中审查工作中，工作
人员对每位申请者的病情进

行详细询问，耐心诊断，认真
审核住院病历、检验报告等材
料，对符合条件的患者告知准
备好材料办理慢性病本，当天
共为106名贫困人员开展排查
工作，排查出来15名贫困人员

符合办理慢性病本，专家当场
为符合条件者填写了申请表。
通过此次排查，同时排查出来
26名符合“两病卡”的贫困群
众，并做好了登记。

(许银环)

东阿县牛角店镇审查贫困人口慢性病助力健康扶贫

近日，聊城开发区北城街道
办事处全力组织骨干力量对识
别档案和退出档案进行重新梳
理，并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彻

底性整改，清除扶贫档案死角，
为服务精准扶贫、全力打赢脱贫
攻坚战打下坚实的基础。根据
市、区档案管理条例，围绕街道、

村、户三级档案目录清单，抓实
贫困户档案规范化管理，规范档
案痕迹。从脱贫攻坚宣传到精准
识别，再到各项举措推进，所有

资料逐一核对，查漏补缺，整理
归档，档案标识明确，内容详实，
确保贫困户档案齐全完整，分类
科学，排列有序，安全保管。

聊城开发区北城街道持续开展精准扶贫档案资料整理工作

近日，为进一步做好疫情
防控部署工作，切实保障公
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莘
县徐庄镇在4楼会议室召开了

“疫情防控部署会”，机关全
体工作人员、小区负责任、企
业负责人及村支部书记参加
了此次会议。会议要求全体

干部务必要提高政治站位，
认清形势，从严把控。每天认
真排查返乡人员，对于车站
推送的返乡人员要及时纳入
随访体系，落实随访责任和
措施。所有村庄、小区、企业
实行“日报告”“零报告”制
度。

疫情期间徐庄镇格外关
注贫困群众，为他们义务消
毒，免费发放口罩；深入开展
入户走访活动，详细了解他们
的现实状况和实际困难，切实
保障他们在疫情、贫困双重困
境下的生活需求，做到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和打赢脱贫攻

坚战两不误。
莘县徐庄镇政府提醒辖

区居民，做好个人防护，减少
聚集。大家要端正心态，做好
与病毒长期斗争的准备，严守
病毒阻击防线，始终坚持疫情
防控常态化。

(郎彦红)

莘县徐庄镇坚持疫情防控常态化

为有效推进孝德扶贫工作开展，东
昌府区古楼街道成立了专项工作领导小
组，负责对本街道孝善扶贫运行工作的
管理和监督。

该街道扶贫站鼓励村民养老爱老敬
老。在村“两委”监督下，赡养人，被赡养人
监签人和村委会签订《孝德养老责任状》
把赡养人孝敬老人的钱物标准进行数字
量化。利用村广播喇叭、宣传彩页、入户座
谈等方式全方位宣传营造孝老敬老爱老
的浓厚氛围，使“孝德扶贫”深入人心。

通过实施孝善扶贫，大大激发了贫
困老人子女的孝心，保证了老年人群脱
贫的稳定性的持久性，不仅兜了养老的
底子，更重要的是弘扬了孝善美德，促进
了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 (王琳)

东昌府区古楼街道
推行“孝德扶贫”

为进一步以精细化提升脱贫攻坚质
效，东昌府区郑家镇用心用情用力开展
结对帮扶，与贫困户深入交流，帮助群众
分析原因、出谋划策、有针对性的实施扶
贫措施，推动脱贫工作扎实开展，从村民
的日常生活中入手。

机关全体领导干部及村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每人发放一本脱贫攻坚民情
日记本，要求包联责任人每月对帮扶户
入户走访1-2次，并将贫困户近期的生产
生活情况及所需所求记录在册。

镇上每两周对各村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机关领导同志的民情日志本统一收
缴检查，督查镇村领导干部要实打实走访
到贫困户家，切实帮助贫困户共同脱贫。

各管区书记每天向镇党委汇报一次
包村的精准扶贫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及
时掌握全镇脱贫攻坚情况。 (孟宪良)

东昌府区郑家镇
扶贫工作精细化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帮助贫困群众
通过就业增加收入，近日，结合聊城开发
区东城街道办事处当前文明城市创建工
作，在张古禹、大胡、李太屯、大顾等4个
村设置了一批临时性非全日制扶贫公益
性岗位(保洁保绿)。此次公益性岗位的安
置对象为无法离乡、无业可扶、无力脱贫
的“三无”贫困人员，按照就近安置的原
则，按照岗位对象标准和条件严格把关，
切实解决贫困人员的脱贫增收问题。

聊城开发区东城街道设置
精准脱贫农村公益性岗位

残疾鉴定工作是残疾人办
证、申请享受有关助残政策的前
提，近日，聊城开发区残联邀请
医院专家组到东城办事处，为辖
区内建档立卡贫困户中的精神

及智力类残疾人开展为期免费
评定服务活动。专家组先后在大
胡、隋庄、胥王、张古禹、宁庄、广
福刘、单光屯进行集中评残，每
到一处，专家对每一位精神、智

力类残疾人及其家属进行了详
细询问，帮助他们填写表格和相
关资料，认真有序地开展筛查鉴
定，进行残疾鉴定和评估评级，
这缓解了贫困残疾人往返鉴定

医院的经济压力和出门不便、办
证难的问题，还给精神及智力类
残疾人带来高效、专业服务，让
他们尽快享受到相关助残政策，
温暖每一个残疾人。

聊城开发区东城街道开展贫困人员评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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