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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7月1日起，婚姻登记“全市通办”
适用人员为户籍在聊城市的内地居民，实行网上预约受理制

聊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声明
多年来，我单位多次以会议、

信函、邮件、电话等多种形式督促
以下施工单位提报有关资料进行
中标施工我方工程项目的结算工
作，但到目前为止，仍有以下施工
单位仍未提报任何结算资料。为
此，现登报公开通知以下各施工
单位于15日之内提报结算资料，
与我单位进行工程结算，否则后
果自负。

联系电话：0635-8495082
电子邮箱：lcszjjxmk@lc.shan

dong.cn

聊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0年6月29日

1 .聊城市园林工程处-聊堂路两侧绿化带。2 .聊城市运

河管理处-丁家坑泵站修。3 .聊城市运河管理处-水城节日

管理及水城广场标牌。4 .聊城市运河管理处-东昌大桥管养

费。5 .聊城市运河管理处-创城围挡款。6 .聊城市古运河园

艺服务中心-运河风景区绿化提升。7 .聊城市古运河园艺服

务中心-运河一至四期风景区绿化提升。8 .聊城江北水城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聊堂路张拉膜迁移。9 .聊城市水城园林工

程有限公司-水城广场、龙昇园及湖滨公园绿化提升。10 .聊

城市新英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柳园北路路灯安装。11 .聊

城市新英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建设路路灯安装。12 .聊城

市新英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柳园北路路灯电缆。13 .聊城

市新英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柳园北路东侧路灯安装。14 .

聊城市新英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柳园路路灯安装。15 .聊

城市新英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运河三期及河湖连通栏杆

灯。16 .聊城市新英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公园娱乐室、公

厕、化粪池工程。17 .聊城市新英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人民

公园东围墙。18 .聊城市新英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人民公

园北围墙。19 .聊城市新英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建设路路

灯安装。20 .聊城市新英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运河三期电

气安装。21 .聊城市新英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湖西公园配

电安装。22 .聊城时代园林工程有限公司-铃铛湖砌石。23 .

聊城时代园林工程有限公司-海源路绿化提升。24 .聊城时

代园林工程有限公司-铃铛湖南岸道路。25 .聊城时代园林

工程有限公司-铃铛湖土方。26 .山东播青公路绿化有限公

司-聊堂路隔离带绿化。27 .山东播青公路绿化有限公司-兴

华路与向阳路节点绿化。28 .山东播青公路绿化有限公司-

聊阳路绿化提升。29 .山东播青公路绿化有限公司-振兴路

与向阳路节点绿化。30 .山东播青公路绿化有限公司-站前

街二期绿化完善。31 .山东阳谷鲁阳电缆有限公司-湖滨路

电缆采购。32 .山东阳谷鲁阳电缆有限公司-人民公园及向

阳路等六条路电缆采购。33 .聊城市公路产业开发中心-铃

铛湖铺装(一标)。34 .聊城市公路产业开发中心-运河四期

绿化(二标)。5 .聊城市公路产业开发中心-运河四期铺装

(二标)。36 .聊城市公路产业开发中心-人民公园景桥。37 .

聊城市公路产业开发中心-运河三期绿化(一标)。38 .聊城

市公路产业开发中心-机场路绿化(四标)。39 .聊城市公路

产业开发中心-运河四期绿化土建。40 .聊城市公路产业开

发中心-古城周围绿化铺装。41 .聊城恒通建筑安装有限公

司-人民医院等八家楼房外墙装饰工程。42 .聊城恒通建筑

安装有限公司-人民公园配电箱采购及安装。43 .聊城恒通

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北关街路灯安装。44 .聊城恒通建筑安

装有限公司-扬帆广场电气。45 .聊城恒通建筑安装有限公

司-运河三期电气安装。46 .聊城恒通建筑安装有限公司-运

河三期、玉皇阁及古城墙周围电气。47 .东阿县佳园园林工

程有限责任公司-益民胡同、站南街、站北街绿化提升。48 .东

阿县佳园园林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乐园路、新公路绿化提

升。49 .聊城市天成园林花卉有限公司-东昌路与北关街、鲁

化路、振兴路与益民胡同节点绿化。50 .聊城市天成园林花

卉有限公司-建设路绿化。51 .聊城市天成园林花卉有限公

司-聊阳路绿化(三标)。52 .聊城市天成园林花卉有限公司-

聊阳土方。53 .聊城华昌东源工贸有限公司-卫育路路灯电

源。54 .聊城华昌东源工贸有限公司-柳园南路电杆迁移。

55 .聊城华昌东源工贸有限公司-鲁化路路灯电源。56 .聊城

华昌东源工贸有限公司-皋东街配电。57 .聊城华昌东源工

贸有限公司-建设路配电。58 .聊城华昌东源工贸有限公司-

龙山西街配电。59 .聊城华昌东源工贸有限公司-兴华路配

电。60 .聊城华昌东源工贸有限公司-建设路电缆。61 .聊城华

昌东源工贸有限公司-文化节配电工程。62 .山东宏润园林工

程有限公司-文化路、育新街、新纺街、北关街绿化。63 .山东宏

润园林工程有限公司-振兴路绿化提升。64 .山东宏润园林工

程有限公司-后菜市和陈口路绿化提升。65 .聊城正泰润达市

政工程有限公司-班滑沟截污污水泵站工程。66 .聊城市规苑

园林设计有限公司-站前街绿化提升。67 .聊城市规苑园林设

计有限公司-利民路绿化提升。68 .聊城市规苑园林设计有限

公司-陈口路绿化。69 .聊城市规苑园林设计有限公司-聊阳路

绿化(四标)。70 .聊城绿野园林有限公司-聊堂路二期绿化完

善。71 .聊城市鲁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向阳路口道路。72 .聊

城市鲁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新水河桥引道。73 .山东聊大园

林有限公司-新水河绿化铺装二标。74 .聊城市华安建筑安装

工程处-柳园路花砖沿石采购。75 .聊城市华安建筑安装工程

处-昌润路防爆中心铺装工程76 .聊城供电公司-柳园路等电

力迁移。77 .聊城市水成荷花研究中心-铃铛湖水生植物五标。

78 .聊城铁路工务实业服务中心-平交道口涵洞工程。79 .聊城

市阳光园林工程有限公司-聊阳路绿化(六标)。80 .聊城市东

昌湖园林开发管理中心-剧场周围绿化。81 .聊城市市政工程

管理处建筑安装公司-机场路灯安装。82 .山东聊建集团聊城

路桥市政建设有限责任公司-风貌街道路。83 .山东聊建集团

聊城路桥市政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振兴西路道路。84 .东阿县

农业开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东南湖滨湖路道路排水工程。

85 .聊城市工业设备安装公司市政分公司-东南城墙驳岸砌石(一

标段)工程。86 .聊城市工业设备安装公司设备安装分公司-运河

二期湖南岸灯具安装工程。87 .山东泉林园艺工程有限公司-二

干路(陈庄路-利民路)绿化。88 .阳谷县市政工程管理处-龙

山小区北路道路工程。

城建工程项目施工单位及工程名称明细

本报聊城6月28日讯(记者
李军 通讯员 张庆华) 为深入
贯彻上级精神，切实提升婚姻登
记服务的人性化、便利化水平，为
群众提供方便、快捷、优质服务，

经市政府、省民政厅批准，自2020
年7月1日起，在全市实行婚姻登
记“全市通办”(即市内跨区县办理
婚姻登记)。

婚姻登记“全市通办”适用人

员为户籍在聊城市的内地居民。
上述人员可以在全市任一婚姻登
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离婚登记
和补领婚姻登记证业务(以下简称
婚姻登记“全市通办”)。涉中国港

澳台居民及外国人的婚姻登记、
婚姻登记档案查询、婚姻登记证
信息与档案资料不一致的补领婚
姻登记证业务等暂不实行跨区县
办理。

婚姻登记“全市通办”实行网
上预约受理制，暂不受理未预约
的业务申请。网上预约网址：http：//
103.239.154.243：8090/marry/(山东
民政官网“婚姻登记网上预约”)。

近日，东昌府区郑家镇集
中为该镇疑似残疾的建档立
卡贫困人员进行残疾鉴定，开
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在评残现场，工作人员认
真询问贫困户残疾的基本情
况、进行身份核对和登记工
作。张楼村支部书记张新方、

扶贫专干肖平不辞辛苦协助
贫困户张新涛进行残疾鉴定。

各村包村书记和帮扶干
部积极协助，为贫困户复印
各种资料，接送行动不便的
残疾人前来办证。对必须提
供上门服务的疑似残疾人，
组织鉴定医生上门服务，为

残疾人填写表格，对符合评
残的对象当场办理相关手
续，对不符合残疾标准的申
请人给予耐心解释。同时，广
泛宣传惠残政策，了解残疾
人的生产生活情况以及实际
困难，及时予以记录与解答。

(孟宪良 哈广斌)

东昌府区郑家镇残疾人鉴定工作帮扶干部以身作责

“你脚好利索了吗？我再
来看看还用抹药吧？”6月9日，
高唐县姜店镇东街村的扶贫
专干李金栓背着救急保健箱
又一次走进了贫困户谷金明
的家，还没进屋，谷金明就开
门迎了出来，笑着说：“没事
了，你看走路都和之前一样
了，多亏了你的烫伤药抹的

及时……”
在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

年，姜店镇统筹各条战线人
员力量，在解决“两不愁三保
障”基础上，综合考虑贫困群
众的身心健康，推出了扶贫
专干变身贫困群众的“保健
护航员”策略。全镇所有扶贫
专干统一参加了健康管理、

老年人护理、保健知识培训，
经过考试合格后，颁发职业
培训合格证书，并专门配发
了装有速效救心丸、创可贴、
紫药水、碘酒、体温计等救急
药品的“救急保健箱”，要求
扶贫专干入户走访时携带，
遇到问题第一时间帮助贫困
户解决。

高唐县姜店镇扶贫专干变身贫困群众的“保健护航员”

“扶贫重在扶智、扶志”，阳
谷县李台镇党委、政府积极拓宽
贫困户致富项目，最大限度激发
贫困户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

“给钱给物不如给技术，

给钱给物不如贫困户自己打
工挣钱”，为坚决打赢脱贫攻
坚战，李台镇积极响应上级
号召，以驻村帮扶走访调研
为契机，主动为贫困户牵线

搭桥，给贫困户联系工作岗
位，提供就业机会，逐步让贫
困户摆脱以前伸手要钱要
物，向用双手勤劳致富脱贫
奔小康。 (袁作鲁)

阳谷县李台镇：“扶智、扶志”激发贫困户脱贫致富内生动力

莘县燕塔街道多措施推进脱贫攻坚“清零”工作
为确保按时完成脱贫清

零目标任务，加快补齐“两不
愁三保障”短板弱项。莘县燕
塔三项措施扎实推进脱贫攻
坚“清零”工作。

一是将脱贫攻坚作为全
街道的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
工程来抓，增强造血功能，激
发脱贫攻坚原动力。做好人、
财、物的安排部署，扎实做好

脱贫攻坚各项工作。
二是坚持志、智双扶。整

合人力、物力和财力，组织全
体干部职工深入贫困户家中
做工作，引导贫困群众树立脱
贫致富的志气，增强摆脱贫困
的信心，坚决摒弃“等靠要”思
想。同时根据劳动力务工需求
拟定就业计划，联系技能培训
机构，组织培训，增加贫困群

众就业技能。实现“要我脱贫”
的被动式脱贫转变为“我要脱
贫”的主动式脱贫，让脱贫成
为贫困群众可持续的内在愿
望和内生动力。

三是落实兜底政策。及
时将边缘户信息上报街道民
政所核查，严格审查把关，做
好应保尽保兜底保障工作。

(王运兰)

近日，东昌府区嘉明经济开发
区召开贫困户帮扶培训会，传达近
日省、市、区扶贫会议精神，对所有
帮扶干部贫困户帮扶工作进行培
训，对《到户帮扶工作手册》填写进
行统一规范，嘉明开发区召开脱贫
攻坚暨扶贫政策培训会，扶贫站站
长逐项讲解了《到户帮扶工作手册》

填写注意事项，对教育扶贫、健康扶
贫、住房安全兜底保障、残疾人保障
等填写要求进行了详细讲解，会议
安排了2020年度收入统计工作，要
求对养老保险金、失地保障金、残疾
人生活补贴等进行全面统计。并压
实帮扶干部责任，确保所有问题全
部清零。 (刘灿 马建富)

东昌府区嘉明经济开发区召开贫困户帮扶培训会

“多亏这个扶贫公益岗位，在家
门口就帮我解决了就业问题。既照
顾了家庭，又能拿到工资。”东昌府
区闫寺街道前胡屯村贫困户陈电均
高兴地说道。陈电均的母亲和妻子
都是残疾人，生活不能自理，还有一
个两岁的女儿，一家人仅靠地里的
收入维持基本生活。2016年陈电均
一家被精准识别纳入贫困户行列，
虽然享受各项扶贫政策，但收入一
直不高，存在返贫风险。

针对和陈电均一样有劳动能力
但因家庭原因无法外出的贫困户，
闫寺街道“量身打造”扶贫公益岗，
让贫困家庭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
望、无业可扶、无力脱贫的劳动力实
现就近就业，解决了他们务工的“后
顾之忧”。经面试合格后签订劳动合
同，每人每月可以拿到600元工资。
目前，闫寺街道已安排17个贫困户
在扶贫公益性岗位上岗就业。

(张之超)

就业扶贫“拔穷根”

走进高唐县姜店镇辛店村大集，
一个个地摊挤满了整条街道，叫嚷声、
喧哗声、讨价还价声交织在一起，好不
热闹。靠近集市东南侧的地摊前，高分
贝的扩音喇叭很响亮，摊子前围满了
顾客，摊主张欣太不停地招呼着。

张欣太5年前患上了白血病，属

于因病致贫，是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
户。张欣太思来想去，与妻子盘算了
一番，最终选定了“摆摊”。过去摆摊
需要到村头的集市上争取固定摊位，
摊主承包摊位还要缴纳一定费用。现
如今，“摆地摊”自由了，也不再需要
缴纳任何费用，这才给了他们勇气。

高唐贫困户张欣太实现了“摆摊自由”

为进一步强化贫困户脱贫稳定
性，提高贫困户生产生活质量，莘县燕
塔街道深入开展精准扶贫、集中清扫
活动，提高帮扶责任人水平，确保帮扶
到位、脱贫到位、贫困户满意度到位。

组织开展“贫困群众三洁三亮”
集中清扫行动，以“两不愁三保障”为
基础，为贫困群众清理垃圾、擦窗拖
地、整理床铺、刷油漆、除草杀虫，进一

步加深了干群感情。经过各社区工作
人员及村委负责人的辛苦劳动，贫困
户家中房屋院落相对整齐，室内外环
境清洁卫生，生产生活物品摆放有序，
个人卫生和精神面貌等得到较好改
善，基本实现“三洁三亮”，尽所能为贫
困户解决一切生活难题。环境卫生靓
丽，受到贫困户家庭的一致好评。

(王运兰)

莘县燕塔街道开展为贫困户清洁庭院活动

近日，在阳谷县郭屯镇
便民服务大厅，后刘村聋哑
贫困老人蔡春成接过1200元
临时救助金，内心感激之情
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

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郭屯镇不断加大对贫困户救
助力度。镇民政部门开辟

“绿色通道”。后刘村聋哑老

人蔡春成妻子溺水死亡，儿
子正在读初一，小女儿只有2
岁，又患先天性聋哑。突入
其来的不幸，使蔡春成不知
所措。村党支部书记刘丙波
第一时间来到他家进行安
慰，同时与郭屯管区及镇民
政所联系，汇报情况。镇党
委副书记、镇长王太敬得知

这一情况后，专门召开党委
会研究，并安排镇民政所按
照“特事特办”原则，给予临
时 救 助 。同 时 简 化 办 理 程
序，对蔡春成的两孩子落实
事实儿童无人抚养政策，每
人每月定期发放920元的基
本生活费。

(王金义 )

阳谷县郭屯镇：视贫困群众为“亲人”

“上下金堤河大堤再也不用提心
吊胆了，多年未解决的村民出行难问
题终于得到解决，这要感谢我们的第
一书记钟彦。”阳谷县寿张镇西纸坊村
党支部书记杨焕青激动地说。

西纸坊村地处鲁豫两省交界
处，南邻金堤河大堤，全村三分之二
的耕地在金堤河以南，但是上下金
堤河的路面有100多米，道路坑洼不

平，出行非常困难，稍有不慎就会发
生危险，成为全村村民一大烦恼。去
年春，市纪委监委安排市委巡察办四
级主任科员钟彦到阳谷县寿张镇西
纸坊村担任第一书记，开展“双联攻
坚”，实施驻村帮扶以来，经过多方联
系交通部门，修建金堤河3条上下道
路及一条村内道路，共计548米，从
此，村民彻底告别出行难。 (张中良)

阳谷：实施精准扶贫 解决村民出行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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