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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童意外摔伤，高速交警火速救援
平时近20分钟的路程只用了不到10分钟

本报聊城7月23日讯(记者
李怀磊 通讯员 段其飞)
7月22日14时许，聊城高速交

警东昌府大队在辖区聊城南执
法站进行交通疏导中，接指挥
中心警情，紧急救助了一名受
伤较重的孩子，不到10分钟的
时间完成了一次生命线上的紧
急救助。

当时，大队执勤民警在聊
城南执法站进行交通疏导中，
接到指挥中心警情称：“莘县一
名小孩不慎摔着，病情严重，需
紧急送往聊城市人民医院救
治，自己开车赶往医院需要交
警帮助开辟绿色通道。”时间就
是生命，大队迅速行动，正在疏

导交通的白杨、杨宇立即驾驶
警车，以警车开道的方式，将这
对母子护送至人民医院。平时
需要近20分钟的路程，在车流

量非常拥堵并且下雨的情况
下，只用了不到10分钟，直到顺
利将孩子送进聊城市人民医院
急诊室。

高速交警驾驶警车开道，将这对母子紧急护送至医院。

“裴书记又来啦，赶快进屋来
喝碗水，凉快凉快”，高新区顾官
屯镇常庙村的韩桂香大娘正在热
情地迎接村里的第一书记裴艳
丽，她和村里诸多“大娘”一样，都
把其当成脱贫致富的贴心人。

自担任第一书记以来，裴
艳丽就肩负起了常庙村脱贫攻
坚的重任。刚刚到来时，由于缺
少农村工作经验，这项工作对
她来说是一项不小的挑战，但
她深感责任重大，依旧迎难而

上。通过不断的下沉摸排、归纳
总结、沟通交流，很快全面掌握
了每户贫困户的具体情况。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是健
康扶贫工作的拦路虎、绊脚石，为
了解决这一难题，她多次深入贫
困户家中宣传健康扶贫政策，真
正让健康扶贫政策走入群众家
中。在走访中，发现常庙村有部分
老人不方便走出家门，很多疾病
未能得到及时治疗，有的甚至长
达十几年之久。看到他们的病痛，

又多方联系，邀请来了聊城市人
民医院和中心医院的专家、医生
来到常庙村义诊，为贫困户及村
民免费看病，还带来了药品，村民
病痛得到了有效的救治。

四处走访不停的脚步，一
句句温暖热情询问的话语，到
贫困户家中解决难题的身影，
成为了常庙村村民对裴艳丽最
深的印象。她为村庄带来的，不
仅是更富裕的健康生活，更是
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

聊城高新区顾官屯镇常庙村第一书记精准扶贫暖人心

为进一步落实中央和省、
市委关于加强东西扶贫协作工
作的意见要求，阳谷县和潍坊
高密市不断加强各领域交流合
作，为脱贫攻坚凝聚强大合力。

近日，阳谷县举办扶贫协
作女企业家对接座谈会，高密
市妇联党组书记、主席刘玉梅

携高密市女性创业联合会成
员、优秀女企业家与阳谷县优
秀女企业家进行了深入座谈交
流。座谈会上，高密市女性创业
联合会主席褚秀娟介绍了高密
市女创联工作，高密市海能集
团和阳谷阳光大姐家政服务中
心共同建立了“高密市——— 阳

谷县巾帼家政合作工作站”，高
密市燕宇服饰有限公司与阳谷
车品小镇签订了合作意向书。
女企业家们进行了热烈而深入
地座谈交流，会后纷纷互留联
系方式，寻求更深层次的学习
合作，座谈会取得了丰硕成果。

(王一鸣)

阳谷县举办扶贫协作女企业家对接座谈会

为保证贫困大学生顺利入
学，莘县樱桃园镇统筹安排、整
合资源，扎实做好“雨露计划”
各项工作，提升脱贫攻坚成果，
切实将此项工作落到实处。

一、及时召开镇村两委干
部、包村干部参加的“雨露计
划”专题工作培训会，对“雨露
计划”申报的对象、标准和程序
进行了详细解读，扶贫干部利
用入户走访机会，面对面讲解

“雨露计划”政策、申报标准及
流程，同时通过微信群、村广
播、党员大会等途径扩大宣传
范围，让符合条件的贫困学生
知晓“雨露计划”补助政策，做
到应报尽报。包户干部和村干
部一起入户开展调查摸底，确
保贫困学生信息准确。

二、调查核实贫困人口信
息和学籍资格，确保“雨露计
划”资助精准，不漏一人，不错

一人，严格按照“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要求各村在村
公示栏规范公示享受雨露计
划资助的对象名单，及时上报
符合申请条件的学生名单和
相关材料，由镇扶贫办统一进
行初审，确保无误后报送县级
审核。

据悉，该季共有22名贫困
学生享受“雨露计划”政策。

(黄慧)

莘县樱桃园镇扎实做好“雨露计划”

近期，聊城度假区积极开
展“雨露计划”宣传工作。充分
利用帮扶联系人入户走访、建
立雨露计划交流群、张贴宣传
单、公告栏及学校宣讲会等多
种形式，加大“雨露计划”政策

宣传力度，进一步压实帮扶干
部联系贫困生的责任，让贫困
家庭子女了解雨露计划的补助
对象、补助标准、扶持条件、实
施方式以及申报流程，让“雨露
计划”家喻户晓，惠泽于民。

“扶贫先扶智，治贫先治愚”，度
假区坚决贯彻落实各项教育扶
贫政策，确保“雨露计划”补助
不漏一户，不落一人，使贫困生
学习生活得到保障，顺利完成
学业。 (王曦)

聊城度假区：落实“雨露计划”，帮助困难学生圆梦

“党的扶贫惠民政策真好，
不花一分钱就能领到价值3200
元的电动轮椅，而且政府免费
给安装了太阳能！”近日，在阳
谷县寿张镇便民服务大厅，赵
梦剑村村民赵世业激动地说。

建档立卡贫困户赵世业自
幼因病导致肢体一级残疾，因
缺乏经济来源，他一直想买一

辆电动轮椅，但未能如愿。村党
支部书记赵继军、村扶贫专干
张凤玲及时将赵世业的实际需
求向镇残联进行申报。镇残联
对这一需求高度重视，随着脱
贫攻坚力度的不断加大，去年
11月份，赵世业的愿望终于变
为现实。

据了解，自2018年以来，寿

张镇在实施贫困户重残一、二
级人员无障碍改造中，全镇62
个村共计改造313人，实现全覆
盖。其中，先后发放电动轮椅5
人，语音电饭煲14个，沐浴椅54
个，坐便椅35个，护理床12个，
闪光报警水壶49个……总价值
10万元左右。

(张中良)

阳谷寿张：重残贫困户无障碍改造力度大

阳谷和潍坊高密是省内东西
部扶贫协作城市，近年来，两地人
社部门一直保持着密切沟通和交
流。在近日召开的2020年阳谷县贫
困劳动力第一期创业培训暨淘宝
电商专班培训会上，潍坊创业大学
高密分院创业导师侯超老师结合
当前电商运营的新形势、新要求，

围绕“产品的促销”这个主题，重点
在扶贫产品网上销售、包装、开拓
新的营销渠道等方面对我县60余
名学员进行了电商创业培训，授课
现场气氛热烈，互动频繁。学员们
纷纷表示，侯老师的授课语言朴
实，讲解细致，听了之后很受启发，
受益匪浅。 (王一鸣)

阳谷县举办贫困劳动力第一期创业培训会

近日，洪官屯镇的青年志愿者
们在村干部的带领下，为贫困老人
们送去了按摩仪、牛奶等物品。每
到一户，大家都与老人们聊聊家
常，详细询问老人们的健康状况
与生活起居情况，并打扫室内和
庭院卫生，整理房间、叠好被褥，
擦净玻璃。同时，鼓励他们要对生

活充满信心，努力克服困难，以便
早日摆脱生活困境，过上幸福安
康的生活。通过此次志愿服务活
动的开展，志愿者们用实际行动
为贫困老人办实事、办好事，力所
能及为地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
难，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青春
力量。

茌平区洪官屯镇：扶贫助老，青年志愿者们在行动

今年3月，洪官屯镇启动脱贫
攻坚自查整改行动，扶贫、民政、残
联等部门扛起主体责任，成立工作
专班，建立沟通机制，每月对比扶
贫数据。同时，完善农村低保、特困
人员救助供养、临时救助等保障性
扶贫措施，制定救助方案，推动政
策融合，实现贫困群众需求与扶贫

资源精准对接。
洪官屯镇把严查政策是否落

实、落准，作为自查整改行动的重
点，成立验收小组，采取自查与督
查相结合的方式，建立动态管理机
制，对因病、因残、因学致贫，符合
救助政策的家庭或个人，精准分
类，及时纳入调整。

茌平区洪官屯镇精准脱贫兜底保障不落一人

近日，茌平区乐平铺镇郝集中
心卫生院的医师孔令广来到了温
坊村贫困户金学礼家里进行巡诊，
了解他的身体状况，同时，孔令广
和团队成员还为金学礼免费量血
压、心电图，接受健康咨询。金学礼
是村里的贫困户，患高血压多年。

去年，医师孔令广与金学礼签订了
服务协议书，成了金学礼的“私人
医生”，每月上门为金学礼检查身
体。“每月一次家访，根据金学礼的
情况和需求提供有针对性的健康
服务，包括用药指导和如何健康饮
食等内容。”孔令广对笔者说。

茌平区乐平铺镇贫困户金学礼有了医生亲戚

近年来，聊城开发区紧紧围
绕确保“已建成产业扶贫项目持
续发挥扶贫效益”这一目标，扎
实做 好 项 目 管 护 运 营 。截 止 目
前，为19个蔬菜大棚项目、8个光
伏发电项目进行了特色产业保

险参保；为 8个光伏项目安装了
光伏信息采集器、并引进第三方
运维公司加强了对光伏项目的
运维管理，光伏项目的发电效能
持续提高，贫困群众的收益得到
长效保障。

聊城开发区加强产业扶贫项目后续管护

近日，聊城开发区东城街道组
织帮包干部利用四天的时间到贫
困户家中再次入户核查2020年度收入
情况和行业政策落实情况。帮包干部
对照银行流水、扶贫之窗、帮扶手册
和帮扶记录本，认真细致地开展检查

核实工作，对于出现问题的帮包干部
均积极与社区联系，将情况反映到街
道扶贫办和相应行业部门彻底落实
各项扶贫政策，扶贫办采取收益分配
和设立公益岗位的方式提高收入，辖
区脱贫质量进一步提升。

聊城开发区东城街道持续落实扶贫政策

莘县张寨镇严把教育扶贫关，
认真摸排符合2020年春季雨露计划
人员，严格落实帮包责任，避免出
现漏报、错报情况的发生。通过排
查，张寨镇共排查出符合雨露计划
贫困人口7人，其中中职2人，高职4
人，技工教育人员1人。

张寨镇扶贫办人员严格按照
程序上报申请表、学籍证明等相关
材料，7月下旬，将按照每人半年

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实施“雨
露”助学子。学子窦君霞激动地说：
我是一名孤儿，父亲去世，母亲失
踪，从小我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自2016年开始从莘县职业中专到潍
坊工商职业学院，每年都有3000元
的雨露计划补助，助我圆了大学
梦”。王乐涛说，“小雨露”圆他“大
梦想”，他一定努力学习，将来报效
国家。 (冯社广)

莘县张寨镇“雨露”助学子

聊城度假区是传统的农业大
区，有着西瓜、樱桃、油桃、梨等丰
富的农产品资源。为发挥互联网平
台优势，助力消费扶贫，度假区联
合聊城市邮政分公司，以线上网络
直播和线下产销对接的模式带动
消费扶贫，落实精准帮扶。合作社
签订了《聊城金融扶贫企业帮扶协

议书》，吸纳了周边20多户贫困群
众稳定就业。如今合作社已带动40
户贫困户成功脱贫。

度假区突破传统思维、创新帮
扶模式，在因地制宜发展产业的同
时，消除扶贫产品生产、流通、销售
各个环节中的痛点、难点、堵点，为
脱贫攻坚贡献“度假区力量”。(刘慧)

聊城度假区创新帮扶模式助力消费扶贫

近年来，聊城开发区蒋官屯街
道成立了七支扶贫双提升工作队，
对贫困群众的家庭环境和生活环
境逐户贫困户进行查看提升，切实

提升贫困群众居住条件。截至目
前，共投入30万余元，修缮屋顶46
处，翻新房屋15处，重新粉刷墙壁66
处，更换破损家具198套。

聊城开发区蒋官屯街道持续开展双提升工作近日，聊城度假区扶贫办
统筹协调、全面部署、明确规
范、精准施策，积极推进建档立
卡贫困户动态调整工作。

抓实扶贫对象调整培训指
导。组织各镇街扶贫工作人员、贫

困村第一书记和有贫困人口的村
委人员开展2020年扶贫对象动态调
整工作培训，对信息采集、更新、录
入等进行了详细讲解和培训。

严格把握数据信息采集质
量。度假区严格按照标准和程

序要求，严把数据采集质量关，
做到信息采集全面，内容信息
填写准确，评议记录详实，程序
履行规范。严把数据录入质量
关，做到“账账相符”、“账实相
符”。 (刘慧)

聊城度假区：扎实开展扶贫对象动态调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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