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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热天气连续走访
他永远倒下了

赵兴刚生于1980年8月，即
将步入不惑之年。他帮包湖西街
道办事处昌润社区，负责社区内
12户贫困户的脱贫攻坚。

7月7日上午，天气十分闷
热。上午9时许，赵兴刚在昌润社
区齐南村召开了社区、村委干部
及扶贫专干参加的会议。

20分钟后，赵兴刚带着扶贫
干部挨家挨户走访齐南村的四
户贫困户，之后又来到昌润社区
辛庄村走访。有同事发觉赵兴刚
满脸是汗，呼吸急促，便劝他先
休息一下，却被赵兴刚一句“可
能是因为没吃早饭”婉拒了，大
家也没再坚持劝说。

上午10时左右，赵兴刚和其
他干部来到辛庄村贫困户李华
军家，一进大门，赵兴刚就喊，

“哥哥，我们又来了。”李华军答
应着，高高兴兴出来迎接。赵兴
刚一进屋就详细询问李华军家
最近的情况，还需要什么帮助
等。谈话期间，大家察觉赵兴刚
浑身冒汗，身体有些颤抖，赵兴
刚坐在椅子上说，身体有点不大
舒服，过一会儿就没事了，并让
村干部李志刚等去走访下一家
贫苦户，不要管他。

“我想让赵主任坐着休息会
儿，打算和其他干部走访下一家
贫困户，没想到，刚走出屋子没
多远，他就瘫坐在地上了。”李志
刚介绍。

“你去吧，去吧，没事！”瘫坐
在地上的赵兴刚对李志刚说。李
志刚以为赵兴刚坐一会儿就好
了，便转身离开李华军家。不过，
没走多远，就被李华军紧急唤回。

当李志刚再次回到屋里，赵
兴刚已经躺在地板上不省人事。

李志刚等轮流给赵兴刚实施心
肺复苏并拨打120急救电话，几
分钟后，赵兴刚被救护车送到聊
城市人民医院。遗憾的是，上午
10时35分，赵兴刚抢救无效离开
人世。

“每次来家里
一见面就喊哥哥嫂子”

“赵主任帮包昌润社区，社
区一共有12户贫困户，赵主任主
动帮包了2户。赵主任常乐呵呵
地说，我们不但帮扶，还要把贫
困户家打造成美丽庭院，贫困户
的心情好了，脱贫就快了！”昌润
社区主任赵非对记者说。

李华军一家三口，李华军先
天肢体四级残疾，妻子徐秀丽智
力三级残疾，唯一的儿子上个月
刚就业，他们家是辛庄村贫困户。

“赵主任没有一点架子，每次
来家里，一见面就喊哥哥嫂子，对
贫困户就像对待亲人一样，真是
一名好干部，这么好的人咋说走
就走了呢？”李华军悲痛地对齐鲁
晚报·齐鲁壹点记者说。

据李华军介绍，他一直没有
劳动能力，妻子也只能干些弱体
力活，自从他家被定为贫困户，赵
兴刚就成了家里的常客，最多时
一天来六趟，有时晚上9点多还要
来看看，核实扶贫政策落实情况。
以前家里堆满破破烂烂的东西，
下雨天院子里积水成坑，脏乱得
下不去脚，赵主任看到后，去年10
月带领志愿者为他家收拾院子，
把几十年的垃圾在两天中清理得
干干净净，还把屋里墙面粉刷一
新，才有了家的样子。

其实，在赵兴刚经常走访的
这12家贫困户里，李华军还不是

赵兴刚帮包的那2户。赵兴刚帮
包的那2户都在齐南村，一个是
五保户、78岁的郭立言，一个是
多重二级残疾、40岁的刘海霞。

78岁的孤寡老人郭立言，膝
下无儿无女，行动不便，赵兴刚
帮包后，为郭立言老人修房屋、
吊房顶、换窗纱，还经常帮着打
扫卫生，又为郭立言从低保申请
到了五保，解决了他的养老问
题。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了
解到，赵兴刚还帮着长期患有白
内障的郭立言进行了手术，报销
了全部手术费。重见光明的郭立
言见人就竖起大拇指说：“赵主
任真是好干部，要没有赵主任帮
俺，俺还瞎着哩。”

刘海霞是多重二级残疾，无
语言表达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
40岁的她每天都靠70岁的母亲
宋兰英照顾生活，是村里的精准

扶贫对象。赵兴刚帮包后，不但
为刘海霞申请了残疾补助，还帮
她家改善厕所，换装窗纱。前年，
赵兴刚还为刘海霞申请购买了
坐便椅。

“他对工作太上心了，
什么事都冲在最前面”

在昌润社区主任赵非和齐
南村扶贫村干部丰秀青印象中，
赵志刚事无巨细都要过问，许多
事亲力亲为。昌润社区12家贫困
户，赵主任摸得清清楚楚，他对
社区干部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走，到贫困户家里转转去！”
“他对工作太上心了，什么

事都冲在最前面，生怕哪里出现
疏忽，影响了脱贫成效。”丰秀青
说，“赵主任总是笑嘻嘻的，从没
见他凶过谁，我们都很敬重他”。

对待扶贫工作这样，对待其
他工作，赵兴刚主任也不含糊。
作为湖西街道办事处分管疫情
防控的副主任和疫情防控小组
副组长，在协调部署疫情防控各
项工作时，赵兴刚一直奔波于疫
情防控一线。

2月9日，湖西街道办事处辖
区出现一例疑似患者，赵兴刚毫
不犹豫冲上一线，对疑似患者小
区采取消毒、隔离等措施，配合
有关部门排查出密切接触者9
人，当天晚上将这9人全部送至
隔离点。

如今，这位一心扑在工作
上，时刻牵挂着帮包贫困户的优
秀扶贫干部累倒在扶贫道路上，
他让贫困户白内障患者重见光
明，自己却永远闭上了眼睛。

在为赵兴刚送别的那一天，
全区38个村的干部和不少贫困
户都自发给他送行。

赵兴刚的父亲两年前去世，
母亲年近七十，体弱多病，妻子
无正式工作，孩子刚刚14岁，正
在读书，家中全靠他一人支撑，
他的突然离去，给这个本不富裕
的家庭带来了沉重打击。

交房即办房产证 当天出证免费寄到家
阳谷不动产登记中心全省专项第一背后：一网通办，各项业务100%当天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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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房交房即交不动产证
当天出证免费邮寄到家

7月31日，阳谷县月堤村68岁
老人赵芳朝早早起了床，从村里赶
到县城的揽湖上城小区售楼处。老
人说，他来是要办件“大喜事”，两
年前在县城买的130多平方米的

“大房子”可以交房领钥匙了。
售楼处，阳谷县不动产登记

便民服务站的工作人员热情招
呼老人坐下。刚落座不久，服务
站的工作人员就告诉老人，当天
不光能“领钥匙”，还能领“房产
证”。“刚交房就能领房产证？前
些年不是要过很长时间才能办
房产证？”老人有些难以置信。

“能！交房当天就能领房产证。不
过，不用在这里等，下午证出来
了，我给你免费邮寄到家。”工作

人员告诉他。
“交房即交证”的背后，是山

东省不动产登记“一网通办”平
台的上线运行，给各市不动产登
记业务带来的服务效能“大提
速”。在聊城，阳谷县不动产登记
中心外派工作人员直接入驻新
交房小区，成立不动产登记便民

服务站，同时与住房城乡建设
局、行政审批局等部门线上联动
办公，持续推进不动产登记改
革，实行流程再造。

“阳谷县本身有‘互联网+’的
基础，与‘一网通办’平台完美衔
接，真正做到让信息多跑路，让百
姓少跑腿。”阳谷县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党组成员唐衍秀说，在阳谷，
房地产开发企业从综合验收达到
交房条件至办理不动产初始登记，
一周时间即可完成。

其中，不动产权属的首次登
记及分户产权登记都可在1个工
作日内办结，真正实现“竣工即
完成验收、交房即交证”。

能当天办结的，不只是新房
的不动产登记。自2019年6月至
今，阳谷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共办
理业务1 . 3万余件，无论是不动
产登记，还是查询、查封、抵押登
记，各项业务全部实现“一天办
完”“无一过夜”。

在阳谷不动产登记中心大厅，
一进门最先看到的是督察窗口。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是为调查群众
满意度而设，督察人员每天都要对
前一天业务办理情况进行电话回
访，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企业登记两小时办结
不动产登记全省专项第一

在登记大厅，记者恰好遇到
凤祥集团报批报建部按揭专员
闫瑞晗。闫瑞晗告诉记者，她经
常要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房
屋首次登记。“8点半过来，现在
不到 10点就出来证了，非常快
捷。”

比“一天办完”更进一步的，
是阳谷不动产登记中心提出的
企业登记业务“两小时办结”。

“企业来办理登记，必须让他两
小时内拿证。工作人员有时需要
一路小跑才能办完。”唐衍秀说。

目前国家自然资源部对不
动产登记业务的办理时限要求
是5个工作日。“一天办完”甚至

“两小时办完”是怎样做到的？唐

衍秀解释道，“一网通办”平台提
供的信息跨区域、跨层级共享功
不可没。“凡能通过大数据收集
到的证件、图纸等证明材料，都
不用老百姓自己提供。”

“现在平台已与银行实现信
息共享，一手房、二手房的抵押、
撤押，我们几乎都能通过网上办
理。”中国农业银行阳谷支行业
务经理李道森介绍。

“我们围绕简化手续、流程
再造做的一系列探索，都是为了
能让老百姓办得快、跑路少，收
费合理。”唐衍秀说。

山东省自然资源厅自然资
源确权登记处处长朱潇介绍，山
东省不动产登记“一网通办”平
台上线运行20多天内，已办理不
动产查询、登记业务申请近万
件。下一步，房地产企业、银行、
房地产经纪机构均可以登录平
台，为客户批量办理转移登记、
抵押登记、委托登记等业务。8月
底前，平台线上办理业务类型将
扩充至50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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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房交房当天就能拿到
不动产权属证书，连续一年
各项业务100%当天办结，企
业登记业务两小时内办结。
在近日公布的2019年山东省
营商环境评价中，阳谷县不
动产登记中心以99 . 25分的
成绩荣获全省专项第一。在
阳谷，“互联网+”与山东省
不动产登记“一网通办”平台
完美衔接，实现了流程再造，
彻底改变了不动产登记传统
办理模式。

他让贫困患者重见光明
自己却永远闭上了眼睛

“走，到贫困户家转转去。”这是聊城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湖西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扶贫干部赵兴
刚生前常说的一句话。

7月7日上午，天气沉闷而燥热，赵兴刚带领社区、村委干部走访到辛庄村贫困户李华军家时，突
发心脏疾病，经抢救无效去世。当天，因连续走访，赵兴刚甚至没顾得上吃口早饭，就倒在扶贫路上，
生命永远停留在39岁。

赵兴刚对待贫困户像亲人。扶贫干部赵兴刚（中）几乎每天都在忙着工作。（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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