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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交警头顶烈日坚守一线保畅通

热心市民给执勤交警送去矿泉水

本报聊城7月21日讯(记者
李怀磊 通讯员 王芳)

“辛苦了，喝瓶矿泉水吧！”7月
19日，一名热心市民自发给聊
城高速交警支队临清大队执勤

交警送去矿泉水，为炎炎夏日
增添了一抹清凉。

连日来，临清大队执勤民
警、辅警顶着高温，持续坚守在
维护交通秩序一线的敬业精神，
感动了不少居民群众。市民王先
生来到聊城高速交警临清执法
站，为正在路面执勤的民警送上
了10箱矿泉水，王先生表示，他
每天都能看到交警站在马路上
指挥交通，让原本拥堵的道路变

得井然有序。夏天天气燥热，阳
光强烈，看到民警在太阳底下晒
得皮肤通红，衣服也都汗湿了，
他心里特别感动。为此，他特意
向执勤民警送上真诚的感谢。

炎炎夏日里的一瓶矿泉水
代表着市民对临清交警工作的
认可和赞许，执法人员将更加
积极推行“文明规范”执法方
式，用实际行动赢得市民的关
注和理解。

在当前脱贫攻坚的严峻形
势下，茌平区肖家庄镇审计所
认真贯彻扶贫惠农政策，在审
计工作中重视惠农政策的落实
情况，确保惠农政策落到实处。
一是加强对粮食直补、农村低

保五保及扶贫资金的审计调
查，重点调查下拨资金是否及
时足额发放，是否专款专用，让
财政资金真正为困难群众解决
问题。二是通过对建档立卡贫
困户进行走访慰问，在为贫困

户送去慰问品的同时，对贫困
户的帮扶之窗、帮扶手册及帮
扶记录进行仔细核对，实实在
在帮助贫困群众解决问题，强
力推进脱贫工作的进一步落
实。

茌平区肖家庄镇审计所：助力脱贫攻坚，促进惠农政策落实

为落实做好“雨露计划”扶
贫政策，帮助贫困家庭的子女
圆求学梦，东昌府区凤凰工业
园区多举措开展“雨露计划”助
学工作。

一、加强摸排。组织各个村
的帮包村领导、包村干部一同
开展摸底调查工作，对符合申

请条件的贫困户家庭进行思想
动员，并对申请对象按照政策
规定加以审核，确保公平公正。

二、政策宣传到位。积极发
挥帮扶联系人、村干部的作用，
组织人员发放“雨露计划”扶贫
政宣传单，让贫困户家庭都了
解“雨露计划”的补助政策以及

申报流程。
三、帮扶到位。由于申请帮

扶联系人需及时帮助学生解决
困难，可以通过电话沟通、现场
指导等方式帮助贫困学生进行
填报，使“雨露计划”扶贫政策
家喻户晓。

(邢广顺)

东昌府区凤凰工业园区“雨露计划”惠泽贫困户子女

为扎实践行“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强化落实扶
贫帮扶政策，推动扶贫动态调
整工作开展。东昌府区柳园街
道党委高度重视“清零”行动。

一、周密部署，对照国家和
省里下发的各类任务清单、问
题清单，系统梳理，细化责任

单位、清零措施和完成时限，
亲自交办问题整改任务，明确
分管负责同志，确保实现全面
清零。

二、对年度目标任务和存
在问题进行综合分析研判，找
准症结，举一反三，标本兼治，
对照清单认真查摆不足和死角

盲区。
三、紧盯脱贫质量和持续

巩固脱贫成果，加强对清零工
作的督导督查，对于清零意识
不强、标准不高，搞形式走过场
的，依照相关要求，严肃追责问
责，确保清零全面、完美收官。

(戴金玺)

东昌府区柳园街道扶贫整改全面“清零”

堂邑镇三合村陈金贵的银
行卡上最近多了一项收入，原
来是今年项目分红已经到账
了。他高兴地说：“今年分到了
600元的项目分红，国家政策好
啊！我们这日子越过越有甜头
啦。”贫困户还可在大棚打工挣
工资，实现“双丰收”。

扶贫大棚为有劳动能力的
贫困户提供了众多就业岗位，
苏堤口村的李秀莲就是在扶
贫大棚项目中实现就业的一
员。李秀莲的丈夫因病长期
卧床，她因为照顾丈夫无法
出门务工，前段时间她在本
村的扶贫大棚中开始整理瓜

秧，提高了家庭收入。“在本
村务工，不影响我照顾家人，
并 且 王书记 考 虑 我 特殊情
况，根据工作时长给我发工
资。”通过勤劳的双手和扶贫
项目的精准帮扶，王秀莲逐
步实现了脱贫致富。

(魏立军)

东昌府区堂邑镇：产业扶贫助增收 造血帮扶暖民心

夏日炎炎，广平镇颜庄村
冬暖式大棚里葡萄架上满是绿
意，新一轮的酸甜正在孕育。
扶贫基地里工人们热火朝天，
新筑好的灰白色墙体勾勒出
了冬暖式大棚的雏形。广平镇
根据需求在颜庄村成立了葡
萄种植专业合作社，合作社充
分发挥专业组织的区域性、专

业性和外联市场、内联农户的
优势，发挥其在市场准入、信
息咨询、规范经营行为、行业
标准、价格协调、调解利益纠
纷、行业损害调查等方面的自
我管理作用，着力提升葡萄生
产组织化和产业化经营水平。
颜庄村鼓励村民们规模种植，
生产基地集中管理，相较于其

它地方的收费批发市场，村民
们态度好又无市场中介费用，
大大节约了批发商成本。不断
开拓新的发展渠道，借助新兴
媒体进行直播，从大棚到家中
一站式送货上门，让颜庄村的
葡萄受到广泛亲睐，客商满
盈。

(魏晨阳)

聊城开发区广平镇大力发展颜庄葡萄扶贫产业

近日来，为提升贫困户向
好向美的内生动力，张寨镇制
定帮包责任人与扶贫专干双测
评的积分制管理制度，用小积
分撬动贫困户参与营造干净、
整洁、舒适环境的积极性，更是
在全镇贫困户之间营造比一
比、亮一亮的浓厚氛围。

测评小组以室内外居住环

境、帮包负责人熟悉程度、所享
受政策了解程度、家庭和谐程度
等情况给予积分，将所得积分作
为贫困户兑换相应收入和各村
扶贫工作考核的依据，并将评定
结果进行公示，接受村庄群众的
监督，确保积分评定公平、公正、
公开。通过活动开展，贫困户个
人精神风貌更加积极向上，与邻

里之间关系更加和睦，家庭氛围
更加和谐，政策了解更加全面。

在今后的工作中，张寨镇
对建档立卡贫困户落实积分制
常态化管理工作，切实让贫困
户摒弃“等、靠、要”思想，鼓励
引导贫困群众积极主动、勤干
务实，用勤劳获取积分，用劳动
兑换美好未来。 (田海净)

莘县张寨镇：脱贫路上“小积分”起到“大作用”

近日，茌平信发街道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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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推动脱贫攻坚工作扎实有效
开展，茌平区杨屯乡认真剖析当前
各村扶贫工作存在的短板弱项目，
安排部署近期扶贫工作重点任务。

为保障本次全面评估验收工
作扎实有序推进，杨屯乡各帮扶责
任人、包村干部、村干部按照工作

方案要求，逐户逐人核实收入项，
排查贫困户政策落实情况，确保辖
区内贫困户政策应享尽享、脱贫质
量稳定。同时，全体扶贫专干进一
步强化责任担当，自觉提高业务能
力，熟练掌握扶贫领域政策知识，
自觉扛起脱贫攻坚工作重任。

茌平区杨屯乡扎实推进扶贫评估验收

7月21日，聊城高新区深圳路小
学开展暑期家访活动。家访教师了
解贫困学生的暑期生活，帮助他们
解决学习生活难题，开展暑期安全
教育，检查辅导学生作业，巩固家
校合作成果，助力教育扶贫攻坚。

教师上门开展课业辅导、组织
娱乐活动等，丰富孩子们的暑假生
活，并加强暑期安全教育活动，与
学生面对面进行防溺水、防雷电、
防中毒、安全用电、交通安全等方

面的安全知识教育，告知监护人要
监管好自己的孩子，不要到池塘、
河坝等危险地带玩耍，严防溺水事
故的发生，确保全体学生能度过一
个安全、健康、有意义的暑假。

此次家访活动加强了家校联系，
增强了家校感情。同时所有教师感受
颇深，深感肩上沉甸甸的责任。今后
学校还将结合自身实际和优势，开展
更多形式的帮扶工作，让贫困学生和
其他学生一样幸福快乐地成长。

聊城高新区深圳路小学开展暑期家访活动

当前，脱贫攻坚已经到了合力
攻坚的关键期，聊城开发区广平镇
各部门、全体扶贫干部坚决贯彻落
实好关于脱贫攻坚各项决策部署，
紧盯“贫困村摘帽、贫困人口脱贫”
两大目标任务，聚焦“两不愁三保
障(饮水)”核心指标，按照“缺什么

补什么”的原则，积极采取针对性
措施加以解决。同时，广平镇扶贫
干部每周到贫困户家中进行一次
走访，熟知并掌握贫困户的动态，
进一步抓实、抓准、抓细、抓紧脱贫
攻坚的各项任务，查漏补缺、巩固
成效、全面提升。

聊城开发区广平镇全力推进脱贫攻坚工作

“你好，长友哥，今天来给孩子买
了几斤甜瓜！”近日，在阳谷县郭屯镇
张刘村，县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孙晶
晶一边说，一边将甜瓜送给贫困户刘
长友。白天在金斗营镇督查脱贫攻坚
用了整整一天时间，督查完后又向县
委进行汇报，白天没有时间，因此，下
班后再走访慰问贫困户。

今年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为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按照“真扶贫、

扶真贫”的工作思路，郭屯镇党委、
政府要求第一书记、县直帮包干
部、村支部书记、包村干部、扶贫专
职等在扶贫走访中不走形式，注重
为贫困户办实事、办好事，真正让
贫困户得实惠、得好处。扶贫走访
活动开始以来，郭屯镇帮扶干部已
为贫困户办实事20多件，有力地推
动了脱贫攻坚工作深入开展。

(王金义)

阳谷：真抓实干促帮扶

为提升脱贫攻坚成效，阳谷高
庙王镇党委、政府在扶贫问题排查
中采取镇、管区、村在扶贫办、民政
所、人社所、残联及城建等部门密
切配合下，在镇纪委、镇审计所的
严密监督下，不断加大问题排查力
度，确保问题排查无死角。

各管理区各村在贫困户问题
排查中，以村为单位每日向扶贫办
报告今日排查的户数，问题清单，
责任人，帮扶人以及整时限。走访人

要切实担负起走访责任，不能敷衍
了事，走形式走过场，走访人要在问
题清单上逐一签字盖章。对走访出
来的问题，责任人、帮扶人要积极联
系相关部门解决问题，对无法解决
的问题要及时向上级反映情况。镇
主要领导每天进行调度，一是走访
进度，二是走访中发现的问题，三是
问题整改情况，凡发现走访工作中
干部不作为，存在走形式走过场现
象，由镇纪委进行严肃处理。

阳谷高庙王镇加大扶贫问题排查力度，确保排查无死角

阳谷县张秋镇董营村新时
代文明实践服务队先后走进工
建档立卡贫困户王培文等家
中，帮助清理庭院的垃圾，改善
贫困户生活环境。

7月10日一大早，张秋镇董
营村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队，

带着工具，来到董营村贫困户
王培文的家，清理庭院内杂草
和垃圾，大家干劲十足，很快贫
困户家中焕然一新。贫困户王
培文坐在轮椅上，一直在感谢
党的好政策，感谢村两委干部
和服务队的帮忙。清理完后又

继续清理下一家，当天共帮助
12家贫困户打扫卫生清理垃
圾。此次活动彻底改善了贫困
户生活环境，服务队表示今后
将定期帮助贫困户打扫卫生，
为脱贫攻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量。

阳谷县张秋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活动 帮贫困户改善生活环境

近日，聊城开发区北城街
道办事处邱张社区王楼村贫困
户王桂吉、王桂连为北城街道
办事处送来两面锦旗，以此感
谢帮包干部无微不至的扶持和
关怀。北城街道办事处人大工

委副主任高凤云是这两名贫困
户的帮扶责任人，自高主任帮
扶以来，该贫困户人居环境持
续改善，生活水平逐步提升。

“这面锦旗，是对我们脱贫帮扶
工作的认可和肯定，更是激

励。”高凤云握着贫困户王桂吉
的手表示，今后会更加尽职尽
责地做好帮扶工作，继续将党
和政府的惠民、利民、富民政策
宣传到位、落实到位，坚决打赢
脱贫攻坚战。

聊城开发区北城街道驻村帮扶结深情无私奉献为百姓

公 示
莘 县 东 发 地 有 限 公 司 购 买 的 中 集 牌 冷 藏 半 挂 车 ，合 格 证 丢 失 ，合 格 证 编 号 ：

YA0680220K00036，发证日期为2020年4月23日，车辆型号：ZJV9404XLCSD，车辆识别代号：

LJRR14378L300506，特此证明。

挂失声明
吴飞将聊城交运集团汽车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的续保押金单据丢失，凭证号码：

0009888，声明作废，因此产生的一切经济纠纷由本人承担。特此声明。

挂失声明
2020年7月14日20时许在光岳路不慎遗失李纯禄在聊城市中医医院开具的8张医疗门诊收

费票据，共计1620元，编号：401861893640、401861955125、401253970183、401861955133、

401408742320、401094064211、401861955124、401253970277、声明以上票据作废。

挂失声明
聊城市恒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正、副)本丢失，编号D337146850，营

业执照注册号：91371502MA3C92W0，法定代表人：刘吉昌，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苏州意恩希精工有限公司(注册号91320594MA1MB66J9F)，经股东会讨论决定即日起解散，

公司已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各债权人接到本公司公告发布之日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报债权，特此公告。

苏州意恩希精工有限公司

2020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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