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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出发！聊城爱心“血液”驰援湖北
提供600个单位的红细胞悬液，用于患者救治

本报聊城7月21日讯(记者
唐学钰 实习生 谢广勇) 7月
20日一大早，寄托着聊城人民对
湖北人民深情厚谊的红细胞悬
液，从聊城市中心血站启程，运往
山东省血液中心，之后这批爱心

“血液”将快速运抵湖北，用于患
者救治。

“山水相望，血脉相连，这批
红细胞悬液代表着聊城广大献
血者的爱心，为湖北人民送去健
康和希望。”聊城市中心血站副
站长刘军介绍，本次支援湖北的
红细胞悬液总计600个单位，分
别为：B型300个单位、O型300个
单位。

记者了解到，近期湖北受持
续暴雨天气和疫情防控等因素影
响，采血量大幅下滑，血液库存告
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向我省申

请调配血液，经国家卫生健康委
协调安排，山东省卫生健康委根据
我省血液库存情况，决定从山东省

血液中心、青岛市中心血站、济宁
市中心血站、临沂市中心血站、聊
城市中心血站、菏泽市中心血站向

湖北援助3000个单位红细胞悬液。
2020年，聊城市中心血站面

对疫情影响，努力克服多重困
难，在全省大多地市出现负增长
的情况下，实现了无偿献血事业
的稳步发展。聊城市中心血站引
入“动车党建”工作法，建立了

“无偿献血党建品牌”。成立党员
应急献血志愿者队伍，进一步发
挥党员在理论学习、业务工作、
应急保障和文明创建中的先锋
带头作用。

特别是今年疫情期间，聊城
市中心血站工作人员在做好疫
情防控的基础上，不畏风险、逆
行而上，通过主动联系、电话预
约、提供献血车上门服务等方式
开展团体献血动员工作，联系聊
城市人民医院、聊城市第三人民
医院、东昌府区国土分局等市区

几十家单位，特战救援队高唐中
队、高唐公益协会华连合会、冠县
定远寨镇候家村等县市区企事业
单位、村镇开展团体献血活动，有
力保障了全市临床急救用血。
2020年截至目前，成功组织团体
献血50余家。取得了6 .14单日1276
人次成功献血和活动期间2269人
成功献血的好成绩，再创6 . 14献
血活动历史新高。这也是自2012
年以来，聊城市连续9年6 . 14当日
献血人数超过1000人，有力保障
了医疗临床用血的需求。

自2001年以来，聊城市连续
八届被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红
十字总会评为“全国无偿献血先
进市”。该站第四采血组被国家
卫生健康委、中国红十字总会联
合授予“全国表现突出采血班
组”称号，获全国通报表扬。

近日，茌平区肖家庄镇工
作人员进村入户查看贫困户
档案记录、银行流水、房屋鉴
定表等资料，以及贫困户房屋
修缮情况、“旱改厕”落实情
况、居住环境卫生情况等。同
时，询问贫困群众生活需求及

对帮扶责任人工作的满意度，
根据相应标准向帮扶责任人
提出工作整改建议。

今年以来，通过上级部门
多轮督导检查及全镇开展的
自查自纠工作，肖家庄镇不断
理顺工作思路，对扶贫工作中

的突出问题集中整治，高标
准、严要求改进完善各项扶贫
措施，不断提升脱贫攻坚工作
的质量和水平，确保扶贫工作
领域“疑难杂症”尽快清零，不
断提高贫困群众的生活幸福
指数。

茌平区肖家庄镇切实解决扶贫领域突出问题

近年来，东昌府区侯营镇
不断拓展服务领域，为贫困群
众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助力全镇“法律扶贫”工程取得
实效。

启动“一村一法律顾问”工
程。该镇从聊城市鲁恒律师事
务所选派业务能力强、热心公

益扶贫事业的律师到全镇64个
村任法律顾问。同时，与帮扶联
系村签订法律顾问合同，助推
第一书记抓党建促脱贫。

抓好贫困户法律援助工
作。该镇畅通法律援助绿色通
道，为贫困户发放“法律顾问”
联系卡，方便他们及时联系得

到法律救济，实现“应援尽援”。
开展公证助力精准扶贫

专项活动。对贫困村(社区)的
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实行
上门服务，实行公证法律援
助，充分发挥了法律救济职
能。

(韩剑飞)

东昌府区侯营镇推进“法律扶贫”工程

张显惠一家是建档立卡贫
困户，通过村扶贫产业项目支
持和帮扶，现已稳定实现“两不
愁，三保障”。邓庄村2016年光
伏发电项目设立了村内公益岗
位，优先给郑天成的妻子张显
惠提供公益岗位，不忙的时候，
张显惠还学到了编制婴儿车，

既方便又实用还增加了收入。
这是侯营镇采取有效举措、全
力保障脱贫户稳岗就业的一个
典型事例。

为解决农村建档立卡贫
困户中年龄大、家庭情况特殊
等突出问题，设立保洁环卫、
乡村道路维护等扶贫公益性

岗位，每名在岗人员每年可获
得4500元到12000元不等的岗
位补贴。实现从“给钱给物”的
输血式向“自食其力”的造血
式扶贫转变，确保真脱贫、脱
真贫，切实发挥就业扶贫主渠
道作用。

(杨占琦 韩剑飞)

东昌府区侯营镇：扶贫公益岗圆了贫困户的“工薪梦”

张霞，今年33岁，肢体四
级残疾人，是聊城高新区顾官
屯镇政府残联专职干事。2009
年招录为聊城市首批残联专
干以来，她克服身体障碍，以
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为全
镇残疾人提供“量体裁衣”式
精准服务，确保了各项助残惠

残政策落地落实，有效维护残
疾人合法权益，真正实现了为
残疾人“谋幸福”的初心。

11年来，为了解决残疾人
的忧思苦乐盼，她对全镇约
1000户残疾人家庭，制定“一
人一策”服务方案，对每户残
疾人的需求、困难和愿望了然

于胸。
张霞以强烈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在2013年全省残疾人
基层组织“双百争创”活动中，
被评为基层残疾人组织建设
先进个人，她的“量体裁衣”个
性服务模式，在全区得以复制
推广。

聊城高新区顾官屯镇政府残联专职干事张霞事迹

“大爷，这药箱里有口罩、
创可贴、碘伏药水、三九感冒
灵，有啥磕了碰了、头疼脑热，
自己就能处理了。”山东人久
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郭景印把准备好的爱心药
箱送给耿兆起，教给他怎么保
管、使用。

耿兆起今年66岁，没有妻
子儿女，家里的房子年久失
修，政府出钱改造了他居住的
东屋。耿兆起患有肺气肿，张
鲁回族镇卫生院的医务人员

与他进行了家庭医生服务签
约，定期到他家给他查体、询
问病情、调整药物。摸着崭新
的药箱子，耿兆起非常激动，
他说：“我一个人过，多亏了咱
卫生院的医务人员常常来问
问我的病，跟亲人一样啊！你
们又给我送个药箱子，让我的
药也有了‘家’，感谢党的好政
策啊！”随后，卫生院的医务人
员为耿兆起量了血压、询问了
他近期的饮食、睡眠情况。张
鲁回族镇卫生院院长闫磊向

他介绍了现在的健康扶贫政
策，嘱咐他有问题及时联系自
己的家庭医生，以免小病拖成
大病。

离开耿兆起的小院，大家
又走访了另两位贫困户耿兆
祥、耿海山。他俩都是张鲁回
族镇卫生院家庭医生团队重
点关注的对象，医院家庭医生
团队时常上门探望他们，如今
身体还算硬朗。“我们现在有
吃有喝，还有人上门给看病，
真是赶上了好时代！”(周庆磊)

莘县张鲁回族镇联合医务人员关心贫困户

6月29日，雨后初霁，莘县张
鲁回族镇耿楼村耿兆起的小院
里来了一群“客人”——— 聊城报
业传媒集团第四党支部的党员、
山东人久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工作人员和张鲁回族镇卫生院
医务人员，他们为耿兆起送来了
一份健康大礼。七一建党节到
来，聊城报业传媒集团第四支
部、山东人久久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张鲁回族镇卫生院来到耿楼
村开展“党建领航———‘迎七一’
走进张鲁健康扶贫行动”主题党
日活动，把健康关怀送给贫困户
和老党员。 (周庆磊)

莘县张鲁回族镇携手医务人员扶贫

东昌府区侯营镇脱贫攻坚领导
小组抽调全镇3名科级干部分成7个
督查组，采取不定期的方式，在全镇
范围内开展脱贫攻坚督查活动。

一是督查延伸到户。深入贫困
村、贫困户、项目现场，详细察看了
解有关情况，对全镇64个村的贫困
户开展督查；二是认真听取督查意
见。召开座谈会，面对面听取基层
干部群众意见，掌握扶贫动态；三

是掌握督查资料。认真查阅贫困村
和贫困户精准识别的表、卡等资
料，了解精准扶贫工作落实情况；
四是及时反馈督查情况。听取市区
帮扶干部、村“两委”工作书面汇
报，现场反馈调研情况并提出督查
整改意见。对督查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及时将督查报告送镇脱贫攻坚
工作领导小组，及时进行整改。

(韩剑飞)

东昌府区侯营镇强化精准脱贫督查工作

为认真贯彻落实上级脱贫攻
坚决策部署，2020年以来聊城开发
区社保处持续开展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慢性病摸排及鉴定发证工作，
将贫困人口慢性病证办理“服务下
沉”，推进贫困人口慢性病证“应办
尽办”，医保政策“应享尽享”。今年
以来，开发区社保处三次聘请专家

对有需求贫困人员进行门诊慢性
病入户评审，共排查疑似慢病贫困
患者共1216人，其中通过490人，全
部为其办理并发放了门诊慢性病
本，使符合条件的贫困人口及时享
受到了贫困人口慢性病门诊医疗
保障政策，受到了贫困人员的一致
称赞。

聊城开发区确保医保扶贫政策“应享尽享”

“前期，整合扶贫资金建设扶
贫大棚取得了良好的收益，形成了
成熟的经验，也推进了广平镇高标
准农业发展，所以今年我们继续走
这条路，壮大扶贫产业。”聊城开发
区广平镇党委书记郭泗新表示。一
根筷子容易折，一把筷子难折断，
广平镇调研发现分散的扶贫资金

存在收益不稳定，项目难成型等问
题，积极转变思路，连续三年整合扶
贫资金970余万元建设占地400亩的扶
贫基地，建设冬暖式扶贫大棚78个，发
展葡萄种植特色农业。2020年广平镇
在颜庄、北贾和大石村再次投资800万
元，31个大棚正在建设中，目前，村民
已经“抢租”完毕。 (魏晨阳)

聊城开发区广平镇积极发展特色扶贫大棚

《第一书记朋友圈》是我省“第
一书记”精准扶贫提供的一个融媒
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
是一个公益项目。通过日播节目的
形式，邀请第一书记参与直播，全面
介绍帮扶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全媒体方式招
募各界爱心人士成为扶贫志愿者，
以众筹产业扶贫项目的方式，支援

“第一书记”打赢脱贫攻坚战。
来自山东工商学院、山东工艺

美术学院的第一书记驻村帮扶阳
谷县张秋镇姜营、窦营、田堤口等
村。近日第一书记团队5名同志做
客《第一书记朋友圈》，向广大听众
分享了帮扶工作经验，介绍张秋镇
的运河古镇文化、景阳冈景区和帮
包村正在开展的坑塘治理、水生养
殖、楸树种植等方面的情况，诚邀
社会各界人士来阳谷县参观、考察
和兴业投资，共同助力阳谷县的脱
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事业。

第一书记朋友圈里助脱贫

在聊城度假区后十村，贫困户
周树祥家里曾经长期处于脏、乱、
差状态。自开展帮扶工作以来，其
帮扶责任人路文慧便定期去家中
打扫卫生，让贫困户保持干净的生
活环境。

连日来，湖西街道组织各社
区、村党支部和帮扶责任人对贫困
户居住环境进行全方位排查，花费

32万余元为辖区贫困群众修缮房
顶49户，更换玻璃883块、纱窗等；为
92户贫困户修缮院墙、门楼、偏房，
粉刷墙面刷墙面粉刷61个，安装吊
顶27个；为贫困户购置橱子、煤气
灶等生活用品194件，确保现有问题
见底清理，贫困户生活质量不断提
升。

(刘慧)

扶贫干部的牵挂

聊城度假区制定公益专岗扶
贫“菜单”，实行“量身定做”式岗位
开发，强化岗前培训，做到人岗相
适、人尽其用，提振贫困户脱贫信
心，提升扶贫攻坚实效性。

度假区精准摸排全区有劳动
意愿的贫困人口，建立公益专岗供
需台账，人员和岗位精准对接，灵
活设定岗位，做到人岗相适、补贴

合理。结合美丽乡村建设、人居环
境整治、村庄公益事业等工作，对
劳动力文化程度低、劳动技能差、
无法离村、就业能力弱的贫困人
口，就地、就近设置村务服务类、村
庄善治类、家政服务类公益岗位，
做到人尽其用，充分发掘贫困人口
劳动力和积极性。

(王曦)

聊城度假区：扶贫公益专岗促脱贫显实效

本次支援湖北的红细胞悬液总计600个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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