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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聊城高速交警端午假期坚守岗位护平安

本报聊城6月28日讯(记者李怀磊 通
讯员 段其飞) 2020年端午节小长假来
临，为切实做好端午节期间道路交通安全
管理工作，为群众营造良好的道路交通环
境，聊城高速交警东昌府大队全体民警坚
守岗位，认真履职，加强端午节期间辖区
路面执勤力度，巡逻途中遇行车道上散落

一地杂物，民警进行及时清理，消除了交
通隐患，保障了辖区通行秩序安全畅通。

6月27日15时许，大队民警当巡逻至德
商高速149KM处时，发现在行车道上掉落一
地碎纸屑杂物，严重影响了交通安全。为确保
行车安全，避免杂物对过往车辆的通行造成
影响，民警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执勤民警一
方面指挥过往车辆提前减速，谨慎行驶，一方
面及时先将遗落路面的杂物清理至路边，并
及时联系高速道路养护部门，合力将散落在
高速上的杂物清理干净。经过十几分钟努力，
遗落到路面的杂物被全部清理干净，及时消
除了行车安全隐患，路面恢复了整洁通畅。

聊城高速交警清理遗落路面的杂物。

为进一步加强全民预防毒品教育，冠
县公安局禁毒大队联合冠县教育和体育
局在“6·26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在全县
教体系统集中开展禁毒法治宣传教育活
动。

学校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
用，全县学校小学一年级至高中二年级要
至少安排1个课时的毒品预防教育主题班
会活动，使中小学生了解毒品的危害、预

防毒品的基本知识及禁毒政策与法律法
规，确立“珍爱生命，拒绝毒品”的意识，养
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禁毒大队联合教育系统组织开展毒
品预防教育宣传活动，使广大师生员工
增强毒品危害、防范毒品意识和对《中
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山东省禁毒
条例》有更加深刻的认识，以小手拉大
手的形式，做到禁毒宣传家喻户晓、人

人皆知，构筑坚实的共同识毒防毒联
盟。同时，各中小学充分利用宣传橱
窗、展板、电子显示屏、校园广播、网络
平台等宣传阵地，广泛宣传禁毒知识，
营造毒品预防教育的良好氛围。向家长
开展一次禁毒知识宣传教育培训活动，
同时动员学生向家长开展禁毒知识宣
传教育，使学校禁毒教育辐射到家庭、
社会。

冠县警校结合开展禁毒宣传教育活动

“大爷，我们来看看你家房屋漏水
吗？”“老魏，近段时间雨水多，房子头段时
间修了还漏吗？”近日，帮扶干部到东昌府
区嘉明经济开发区十里铺村村贫困户魏
怀玉家中排查房屋安全情况。

随着雨季来临，扶贫办工作人员加强
了雨季防范意识，连日阴雨和出现的强降
水、雷暴大风，时刻牵动着该办人员的心。
雨季来临之前，排查贫困户房屋是否有漏
雨的情况。该办扶贫工作负责人兵分3路，

未雨绸缪，和村干部一起到贫困户家中走
访，排查房子和受灾情况。对存在的问题，
帮扶人员都及时和村干部进行联系沟通
协调，切实消除房屋安全隐患。

(刘灿 马建富)

东昌府区嘉明经济开发区排查贫困户房屋漏雨情况

东昌府区郑家镇利用扶贫工作日，深
入贫困户家中，进行环境卫生整治工作。
各包管区干部来到贫困户家中，查看贫困
户生产生活情况以及房前屋后的卫生状
况，帮助贫困户共同把房屋收拾干净。

辛庄村扶贫专干赵化昌帮助贫困户

清理院内杂物，打扫屋内卫生；郭子祥村
支部书记郭风顺，扶贫专干薛秀芳借力人
居环境提升、美丽庭院建设，助力贫困户
双提升工作。

在打扫的同时，还与贫困户讲解相关
的环境保护政策，询问近期生活中的困

难和问题，及时掌握贫困户的实际需求，
并鼓励他们要自力更生、自主发展。在帮
扶干部的努力下，小院发生了不小的变
化。院内物品规范摆放，昔日凌乱的小院
也变得整齐、美丽。

(孟宪良 哈广斌)

东昌府区郑家镇深入贫困户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工作

为推进脱贫攻坚工作深入开展，着
力改善贫困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高唐县
赵寨子镇从5月份开始采取“一户一策”双
提升措施，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改善贫困户
环境卫生。6月20日，赵寨子镇东屯村党支部

组织党员志愿者们来到侯兴武家中，开展
“双提升”志愿服务活动，用实际行动架起
包保干部与贫困群众之间的“连心桥”。

侯兴武家有一间偏房，年久失修，比
较危险，侯兴武想拆掉但是自身身体状

况不允许。东屯村支部书记侯树河了解
情况后，组织党员志愿者们义务为其拆
掉这处危房，同时，在侯兴武的庭院里找
一处安全平坦的地方再建设一间坚固的
偏房。

高唐县赵寨子镇党员志愿者上门“双提升”助力脱贫攻坚

脱贫攻坚到了最吃劲的
关键时刻，莘县莘亭街道进一
步加强组织领导，层层压实责
任，真抓实干，精准施策，思想
上“绷紧弦”，行动上“拉满
弓”，全力冲刺，确保高质量打
赢脱贫攻坚战。

“精”字为先，夯实精准扶

贫基础性工作。健全贫困人口
动态管理机制，做到贫困人口
致贫原因、帮扶措施、脱贫路
径、脱贫成效“五个清楚”和

“五个精准”。一户建立一本台
账、一户制定一个脱贫计划、
一户研究一套帮扶措施，“点
对点”服务，“一对一”救助，

“多对一”精准帮扶。
“实”字为重，扶贫工作要

务实，脱贫过程要扎实，脱贫
结果要真实。结合街道的实
际，找准推进扶贫的“金钥
匙”，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
不搞虚假式脱贫、指标式脱
贫、游走式脱贫等面子工程。

“新”字铺路，注重扶贫工
作的创新和宣传。先后实行

“村两委+帮包干部+贫困户”、
能人兴村、企业“爱心”模式、
推磨式检查走访和推行“积分
制”等一系列的创新性工作，
得了贫困户的认可和好评。

(李沛然)

莘县莘亭：念好“三字经”助力攻坚战

为细致了解新城街道贫困对象脱贫
攻坚基本情况，东阿县新城街道党工委书
记徐卫忠利用工作之余走访贫困户实地
了解贫困户的情况。

走访结束后，徐卫忠立刻召开扶贫会
议，明确帮扶责任人责任，帮扶责任人在

整理好档案的同时，和扶贫专干为年老体
弱的独居老人及重残症者定时打扫卫生。
走访过程中安排村两委干部对不达标的
贫困户家中的偏屋、院墙、门窗要进行及
时的修缮及加固，没有通自来水的村庄安
装直饮水机。目前新城街道修缮偏屋、门

窗39处，未通自来水的赵徐村、西侯村均
安装直饮水机站，贫困户家中发放水卡及
水桶，村两委干部定时为贫困户送水。

将符合政策的贫困户尽量纳入低保
范畴或五保范畴。现已新增低保16人、新
增特困8人。 (许银环)

东阿新城街道党工委书记徐卫忠：不漏一村不落一人

“我领到了学校发的1000元助学金，感谢
政府和学校对我的帮助……”王红激动地说。

原来，王红是东昌府区闫寺街道大
屯村一名高二年级学生，家庭贫困，一家
4口人，父亲王庆海视听一级残疾，母亲
肖百燕言语一级残疾，弟弟王艳志身体
健康，小学三年级，而王红本人身体健
康，在聊城华昌中学就读高二年级。

2019年底，闫寺街道扶贫办得知该
户家庭情况后，及时入户调查，纳入即时
帮扶，为该户上学学生申请教育资助政
策，为王艳志发放小学非寄宿生生活费
补助250元，为王红发放高二春季学期助
学金1000元，并免除学杂费。

下一步，闫寺街道还将继续扩大即
时帮扶的范围，将一般农户中有大病、意
外致贫人员及时纳入即时帮扶人口，为他
们落实各项扶贫政策，确保群众不返贫。

千元助学金，温暖贫困户

在高唐县固河镇李庙村瓜栝种植基
地，数百亩碧绿的瓜栝已经挂果，长势喜
人，农技人员每天都要对这些嫰汪汪形
似鸭梨的小瓜栝实时管护，务工群众在
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定期给每一株植株
开展除草、浇水。

“在这瓜栝种植基地务工的大多是
李庙村及附近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中的
群众，这段时间是瓜栝生长坐果的关键
期，今天来务工的当地村民就有3 0多
人。”瓜栝种植基地负责人王立才说。

近年来，固河镇紧紧围绕“就业脱
贫、产业致富”的发展目标，把“乡村美”
和“农民富”有机结合起来，立足本地资
源发展特色产业，优化土地、资金、劳动
力三要素，实现了农业产业发展、农村生
态环境保护、贫困人口产业脱贫、村集体
经济增收的协调发展。 (郭洪广)

高唐固河镇
产业发展让乡村富起来

为保证贫困户政策落实不漏一户、
不漏一人。近日，莘县燕塔街道办事处扶
贫工作队组织全体帮扶干部对辖区内所
有的贫困户脱贫攻坚户的脱贫成效进行
逐户过筛。

扶贫办联合莘县医院免费为辖区的
建档立卡贫困户残疾人上门办理残疾
证，让残疾人士在家门口就可以进行残
疾等级鉴定，现场办理残疾证，享受贴心
又暖人的服务。

针对很多瘫痪在床、行动不便、生活
不能自理的重度残疾人，不能到县残联
办证或及时更换新证的情况。工作组深
入到建档立卡贫困户残疾人家中为其提
供上门办证，工作组在上门办证的同时，
还积极宣传各项扶残惠残政策、宣讲法
律知识。 (王运兰)

莘县燕塔街道
帮助贫困户办理残疾证

今年以来，聊城开发区北城街道将
精准扶贫作为第一民生工程，积极作为，
围绕脱贫标准，深入查不足、找弱项，狠
抓落实，做到扶真贫、真扶贫，用实实在
在的成效推进脱贫攻坚。成立了专项小
组，通过“核、查、看、问”等方式，逐户登
门核验，问政策、问收入、问需求，看住
房、看饮水、看厕改、看环境、看档案，摸
透全街道享受政策贫困户基本情况，查
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采取了果断措施
全力消除短板弱项，进一步提升了脱贫
成效。

聊城开发区北城街道
扎实推进脱贫攻坚

今年以来，聊城开发区北城街道围
绕提升贫困户发展信心、激发发展动力，
开展了系列宣讲活动和文艺演出。以“脱
贫致富·感恩奋进”为主题，将本地脱贫
致富的先进事迹编排成小品、舞蹈、相声
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以典型的
事迹培养贫困户的内生动力；开展“知党
恩·跟党走”大宣讲，解读扶贫政策、传播
致富信息，增强了贫困群众的致富信心；
围绕脱贫奔康的生动实践活动，滴灌思
想，增强脱贫典型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振
奋人心、鼓舞士气、焕发斗志。

聊城开发区北城街道
做好文化扶贫工作

聊城开发区积极落实《关于进一步加
强贫困人员医疗费用一站式结算有关问题
的通知》，确保建档立卡扶贫对象全部享受基
本医疗保险、居民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医疗

机构减免和商业补充医疗保险待遇。截至2020
年6月，全区贫困人员基本医疗报销人次达
2945次，报销金额为431 .95万元;居民大病保险
报销人次为1177人次，报销金额为63.06万元;医

疗救助2539人次，救助金额为113.51万元；医疗
机构减免338人次，金额为2.2万元；医疗商业补
充保险报销262人次，金额为17.42万元；医疗再
救助人次为62人次，救助金额为797.45元。

聊城开发区扶贫“一站式结算”实现全覆盖

几年来，东阿县陈集镇曹屯村支部书
记王德杰，用一颗为民服务的真心赢得了
群众普遍信赖和赞誉，他用苦干实干的拼
劲推动了村庄发展。

王德杰利用村两委换届时机，配强配

齐强有力的班子成员。针对村内涉及到的
民生问题，王积极争取上级政策和本级政
策资金的19万元，带领班子成员，做好村
庄基础设施建设。先后修建村内道路和排
水沟渠，购置安装太阳能路灯45杆。协调

争取支持资金5万元，新建村级综合服务
中心，完善了服务设施，新建了300余平方
米的综合文化广场。同时积极和公交公司
沟通，延伸公交线路，让公交车进了村。

(许银环)

扶贫路上有支书，便是脱贫好时节

东昌府区张炉集学区打造互助共赢学科教研共同体

为进一步抓好疫情背景下的教学常规，
做好教学研究工作，达到以规范促质量、以教
研促提高的目的，自开学后，东昌府区张炉集

学区精心打造互助共赢的学科教研共同体。由
骨干教师担任的学区教研组长，定期组织本学
科成员开展线上教研活动，并对日常教学中的

困惑进行了及时的交流，充分发挥了区域教研
优势，有效地提高了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

(东昌府区张炉集镇中心小学 王玲玲)

东昌府区张炉集中心小学班会教育增强学生安全意识

为了切实加强安全教育，防止学生发
生溺水死亡事件，东昌府区张炉集镇中心
小学围绕“珍爱生命，预防溺水”主题，陆

续举行了一系列活动，进一步增强学生安
全防范意识。推出班会教育、关于预防学
生溺水致家长的一封信、预防溺水安全责

任书等，学生立下誓言，为生活谱写出安
全的旋律，为生命书写下安全的篇章。

(东昌府区张炉集镇中心小学 王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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