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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窗救人骨折，公司为他申请工伤
贺安友出院后再复查，还需两周才可拔掉钢钉

本报聊城7月21日讯(记者
国晓宁) 一个多月前，聊城上演
的生死救援还让人心有余悸，聊
城市民贺安友在16楼跳窗救人的
一幕至今还感动着众人，他在救
人时骨折受伤。他的病情也牵挂
着众人的心。7月20日，已经出院
的贺安友再次回医院复查，他所
在的公司正在为其申报工伤。

时间回到2020年6月8日晚，
在东昌府区新区街道莲湖花园小
区11号楼，一名5岁女童玩耍时，不
慎从16楼滑落15楼窗外平台上，危
急时刻，在没有任何防护的情况
下，贺安友冒险从16楼跳窗救人，
成功将命悬一线的女童救下。不幸
的是，救人的贺安友脚部骨折受伤
住进了医院。6月29日，贺安友出

院。静养的这段时间里，贺安友的
妻子一直守护在他身边。

7月20日上午9时，贺安友在
妻子和朋友的陪同下来到聊城市
第三人民医院复查。“在家待的时
间长了憋得慌，很想出去转转。但
是没办法，还是不能出门。”贺安
友指着肿胀的脚说。

贺安友这次来医院复查是一
个常规性的复查，需要拍一个CT
片子，以便确定恢复得如何。

贺安友的妻子搀扶着他来到
二楼骨科诊室。“恢复的还可以，
但是还需要两周才可以拔掉钢
钉，需要吃一些消肿的药物，配合
着热敷，会好得快一点。一定不要
让这个脚承重用力。”医生看了贺
安友脚部的CT片后说。

“我今天来还需要拿他的病
历，公司为他申请工伤认定办手
续需要用他的病历。”贺安友的妻
子说。

“贺安友的情况比较特殊，他
的工伤认定材料早就已经报送给
相关部门，现在就差一个贺安友
的病历。”聊城交运集团鸿运物业
的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贺安友说，这段时间里，妻子
耽误了上班，除了照顾他，还要照
顾孩子，很辛苦。

贺安友住院期间，聊城市委
政法委、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在市
第三人民医院举行见义勇为表彰
仪式，现场为救人英雄贺安友和
贺增涛颁发“聊城市见义勇为先进
群体”荣誉证书和奖金。齐鲁晚报·

齐鲁壹点联合阿里巴巴天天正能
量，也在第一时间为救人英雄贺安

友、贺增涛颁发天天正能量特别奖
及各一万元正能量奖金。

贺安友到医院复查，医生查看他的恢复情况。

本报聊城7月21日讯(记
者 李怀磊 通讯员 武
英杰) 7月21日上午11点
左右，聊城高速交警高唐大
队民警加强路面巡逻管控
工作。当巡逻至青银高速石
家庄方向413公里处，发现
一辆白色轻型货车在应急
车道行驶。

巡逻民警刚要进行劝
离，只见白色小货车行驶几
十米后，停在了应急车道
上。巡逻民警立即做好防护
工作并进行询问。经了解，
该车出现故障，车辆没有机
油了。巡逻民警立即在后方
预警帮其加上机油，并提醒
驾驶员就近选择服务区进
行车辆的检修。

货车出故障抛锚高速路
巡逻交警伸援手

巡逻民警为发生故障的货车加上机油。

近日，茌平经济开发
区、信发街道总工会积极响
应聊城市和茌平区总工会
的安排部署，在辖区启动了
消费扶贫宣传活动。开发
区、信发街道总工会利用工

会工作联系群等网络平台，
广泛宣传上级工会的相关
文件精神，发布了《聊城市
扶贫产品目录》引导工会会
员参与到消费扶贫行动中。
下一步，开发区、信发街道

总工会将在继续引导和动
员单位工会会员支持消费
扶贫行动，为茌平区农产品
打开销路，以实际行动助力
茌平区打赢脱贫攻坚收关
战。

茌平区开发区、信发街道开展消费扶贫宣传活动

近日，信发街道根据7
月15日茌平区扶贫工作专
题会议部署要求，再次进
行举一反三，切实对贫困
户各项政策补贴发放情况
核对筛查，确保补贴政策
做细落实。信发街道扶贫

办工作人员通过查阅扶贫
资料，将每一户的实际情
况摸排核查，对102户建档
立卡贫困户的家庭收入、
残疾人无障碍改造等细致
核对确认各项补贴政策的
准确性。同时积极和茌平

区扶贫办相关部门沟通，
将核查情况逐一记录，防
止和杜绝补贴政策有断档
情况发生，编织扶贫政策

“保障网”，尽全力将各项
补贴政策真正落实到位。

(吴汉)

茌平区信发街道扶贫办：精细核查 精准落实

施桂美是东昌府区斗
虎屯镇一建档立卡贫困户，
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当上
了保洁员，不仅承担了村里
大街小巷的卫生清理工作，
还承担起杨庙村其他15户
贫困户家里的卫生清理工
作。

杨庙村建档立卡贫困

户共16户29人，大部分贫困
户都是因病因残致贫，基本
生活都需要照料，自从施桂
美被聘任为公益岗保洁员
以来，每天义务去帮助贫困
户打扫庭院，为杨庙村村两
委解决了一个大难题。杨庙
村党支部书记王智介绍道，
像她这样在家门口端上“铁

饭碗”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有
32人。

斗虎屯镇通过聘请贫
困户担任保洁员，既解决了
贫困户就业问题，激发贫困
户的脱贫斗志，又改善了农
村人居环境，实现了精准扶
贫和美丽乡村建设的双赢。

(魏璇璇)

东昌府区斗虎屯镇贫困户为“双提升”贡献力量

为进一步推进脱贫攻
坚责任、政策、实效“落实到
位”，近日，东昌府区梁水镇
镇对所有的行政村展开拉
网式扶贫政策“清零行动”，
确保扶贫政策落实到位。

该镇成立了由民政、
社保等相关部门组成的

“清零行动”工作组，制订

了全镇“清零行动”实施方
案，针对贫困户子女入学
情况、饮水问题、医疗保障
住房等情况对所有贫困群
众入户排查，确保贫困群
众稳定脱贫。

同时，定期召开脱贫
攻坚工作部署会议，分析
全镇脱贫攻坚工作形势，

总结扶贫细节经验，研究
解决问题。在“清零行动”
中，加强对责任组长、扶贫
专干不定期组织考试。不
定时对各村的工作情况进
行督查，及时纠正干部的
消极懈怠思想，提高干部
的责任心。

(王立东)

东昌府区梁水镇开展“扶贫清零”督查工作

7月9日上午，茌平区扶贫办调研组
冒雨来到信发街道，详细了解信发街道
扶贫工作的开展情况，深入到辖区31个
插花村与贫困户做了一次近距离的面
对面交流。

调研组一行在家中亲切与贫困群
众交流，认真记录下走访情况，还仔细

查看了贫困群众的家庭卫生情况，以及
扶贫手册、帮扶日志、银行流水等档案
资料，了解贫困户的真实生活情况，对
信发街道下一步的扶贫工作开展提出
了宝贵建议。走进田间地头才能走进贫
困群众的“心头”，贫困群众的事就是天
大的事。 (吴汉)

茌平区扶贫办调研信发街道扶贫工作

为进一步创新“雨露计划”申请结
果，让贫困户家庭子女接受职业教育，
东昌府区梁水镇完善管理，提高实效，
多措并举，确保全镇建档立卡贫困户子
女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享受“雨露计
划”全覆盖。

一是先期详细摸排，掌握准确信
息，确保底数完整；二是上门宣传：发挥
包村扶贫工作人员职责，贫困户帮扶责

任人的作用，进行面对面宣传，发放宣
传资料；三是申报指导：镇扶贫办开展
对村扶贫专干进行业务指导，扶贫专干
对在校学生通过微信、QQ、电话进行沟
通联系，解决申报中遇到的问题据了
解。目前，各村及包村干部进村入户时，
针对符合要求的贫困户家庭都积极宣
传“雨露计划”并协助申请办理。

(王立东)

东昌府区梁水镇“雨露计划”成就脱贫攻坚

为全面落实贫困群众基本医疗保障，
保证医保系统各项扶贫政策落到实处，7月
17日，聊城高新区顾官屯镇开展贫困户慢
性病筛查工作，对符合办理门诊慢性病条
件的贫困群众集中办理门诊慢性病。

此次集中办理门诊慢性病是由聊
城高新区政工部统一组织，抽调市属医
院专业医务人员，组建8支医疗队，深入
各村，对前期未办理备案门诊慢性病的
所有贫困群众进行排查。针对贫困户群

众对慢性病备案政策不了解、身体状况
是否符合办理条件等问题，医疗队轮流
在各村村委会设立问诊服务台，对前来
申请办理的贫困群众进行健康检查，并
对符合办理条件的贫困群众现场登记
信息，同时对不符合办理条件的出具不
符合办理证明。

此次活动共历时2天，通过全面排
查，为49名贫困群众办理了门诊慢性病备
案，全镇实现备案门诊慢性病全覆盖。

聊城高新区顾官屯镇：贫困群众基本医疗有保障

今年以来，聊城开发区社会发展局
通过财政投入、社会捐赠、扶贫资产收
益等渠道筹集资金，采取补助、救助、兜
底保障等方式，支持贫困人口脱贫，巩
固脱贫成果。妥善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
活方面，全区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达

到并超过省定贫困线标准；农村低保金
严格按照市局要求统一使用惠农“一本
通”系统发放，并做到了按月发放。全区
救助人员现有贫困低保对象750户、1416
人，发补贴金375145元；特困人员355户、
365人，共发放206520元。

聊城开发区做好扶贫兜底保障工作

近日，聊城开发区社保处根据市医
保局反馈的贫困人员住院信息以及乡
镇(街道)新上报有评审意愿的贫困人
员，采取特事特办的措施，聘请医院专
家携带必要的检查设备深入到贫困户
家中，对贫困患者病史资料及检查体检
结果等作出综合评估，当场评审。对符
合慢性病条件的贫困患者，为他们现场
办理慢性病证，确保符合慢性病标准的
人员及时享受有关政策，确保此项工作
精准到人，不漏一人。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县关于

脱贫攻坚决策部署，开发区持续开展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慢性病摸排及鉴定发
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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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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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城开发区为贫困群众现场办理慢性病证

近日，聊城开发区物流园区组织各
帮扶干部本着不漏户、不缺户的原则，逐
户详细询问了贫困户的生产生活情况，认
真填写了精准扶贫回头看入户登记表。对
于长期不在村组居住的贫困户，则通过电

话联系获取了真实信息，干部入户率达到
100%。同时，为贫困户联系解决老百姓最
为关心的残疾评定、医保救助等有关政
策，并进行了简要宣传宣讲，努力为困难
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

聊城开发区物流园区持续强化扶贫入户帮扶

为确保脱贫攻坚圆满胜利，临清市
各行业部门坚持问题导向，自觉行动，全
力以赴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以高昂的
斗志聚力攻坚，扎实开展好行业扶贫各项
具体工作，不断提升群众认可度、满意度。

找准职责定位，强化责任担当，真
正把行业扶贫责任抓在手上、扛着肩

上、落到实处。主动担当作为，谁主管、
谁牵头、谁负责；强化工作统筹，加强数
据信息共享，打破部门间的信息壁垒；
争创工作亮点，注重创特色、出亮点，并
力争宣传出亮点招牌，做到进入聊城市
前列、先进经验在聊城市推广，或者在
主流媒体上进行报道。 (张博)

临清市各行各业齐力共聚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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