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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刊

弘扬见义勇为精神，推进文明城市创建

让见义勇为成为文明城市“风向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李怀磊 通讯员 蒋鲁军

当前，全市上下正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深入开展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在市委政法委领领导下，积极履行社会职
能，把弘扬见义勇为精神，推进文明城市创建作为份内之事、应尽之责，以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弘扬社会正能量为为统领，大力加强和改进见义
勇为工作，服务文明城市创建，着力打造“正义之城”、“首善之城”，让见义勇为成为文明城市的风向标。

应表尽表应奖尽奖

引导聚合社会正能量

一个英雄就是一盏明灯，一
个典型就是一面旗帜，让道德与
爱的力量在聊城传递、发扬光大。
市见义勇为基金会把表彰优抚见
义勇为人员、广泛宣传见义勇为
精神，弘扬社会正能量，推动公民
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作为重
要抓手，坚持集中表彰和即时表
彰相结合，“应表尽表、应奖尽
奖”，让每一名见义勇为英雄、每
一件见义勇为壮举都能得到及时
褒奖和传颂。

今年6月8日晚，在东昌府区
莲湖花园小区，物业员工贺安友
和小区居民贺增涛挺身而出，救
起15楼窗外命悬一线的4岁女孩，
贺安友不幸受伤。次日上午，受市
委政法委领导委托，市见义勇为
基金会理事长付强、秘书长吴宝
群赶到医院看望慰问受伤住院的
贺安友，送去2万元慰问金。6月15
日，市委政法委、市见义勇为基金
会授予贺安友、贺增涛“聊城市见
义勇为先进群体”荣誉称号，并举
行了隆重的表彰仪式，颁发了荣
誉证书和每人6千元奖金。

市见义勇为基金会连续两年
举办了“义涌水城—聊城市见义

勇为模范颁奖典礼”，邀请市委、
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等几大班
子领导参加并为获奖者颁奖，9名

“全市见义勇为模范”、8个“全市
见义勇为先进群体”、22名“全市
见义勇为先进分子”、20个“全市
见义勇为工作先进单位”和19名

“全市见义勇为先进工作者”受到
表彰和奖励。同时，对重大见义勇
为行为，“一为一奖”，及时进行确
认、表彰和奖励，以保证时效性，
迅速在社会面形成下面响应，引
导聚合社会正能量。

关心关爱见义勇为英雄

建立完善常态化帮扶机制

为关心关爱见义勇为英雄，
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建立完善常
态 化 走 访 慰 问 和 救 助 帮 扶 机
制，把对见义勇为英雄的关心
关爱落实到经常、体现在日常。
今年来，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共
走访慰问6 2人 (次 )，发放慰问
品和慰问金1 0余万元。建立见
义勇为人员信息库，加强动态

摸排，对出现重大变故和临时
性困难的见义勇为人员，及时
实施救助帮扶。

在走访慰问省级见义勇为
模范王庆亮( 2 0 1 4年见义勇为
抓获偷车窃贼时被捅伤医治无
效牺牲)遗孀时，获悉其孩子每
年一万多元的学费难以承受。
市见义勇为基金会会同冠县政
法委联系当地教育部门，特事
特办，为其解决了难题。市见义
勇为基金会不断加强和完善全
市 见 义 勇 为 人 员 权 益 保 障 机
制，加大见义勇为牺牲、伤残人
员抚恤、优抚力度，对见义勇为
人员困难家庭在生活、就业、住
房、上学、医疗等方面给予帮
扶，让见义勇为者英勇一时、光
荣一世。

深入社会一线扬正气

带动精神文明建设步伐

为倡导见义勇为精神，弘扬
社会正气，使群众在潜移默化中
受到教育、鼓舞与激励。市见义勇
为基金会深入推进宣传工作进广
场、进社区活动。依托市民文化活
动中心建成了见义勇为文化长
廊，让凡人义举、平民英雄展现在
市民日常生活中，把“见义勇为”
的“种子”播入市民心里。组织见

义勇为宣讲队先后走进古楼街
道、柳园街道等社区、村居，向群
众发放宣传册、举办宣讲会、邀请
见义勇为模范作报告。

为弘扬见义勇为优良传统，
推进市民荣誉体系建设，市见义
勇为基金会开展了见义勇为人家
挂牌活动，对历年受到表彰的见
义勇为英模家庭挂“光荣牌”。让
光荣牌成为家庭荣誉的象征、家
庭文明程度的反映。不仅让见义
勇为者英勇一时、光荣一世，更有
效地弘扬了社会正能量，带动全
市精神文明建设步伐。

义涌水城，正气如歌。在见义
勇为英雄们的感召下，在全社会
对见义勇为事业的关心支持下，
见义勇为这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已在聊城大地蔚然成风，注入这
所城市的灵魂深处，成为文明聊
城、和谐聊城、正义聊城的亮丽名
片。

市委政法委、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对见义勇为英雄开展即时表彰。

为见义勇为英模家庭挂“光荣牌”。

根据上级安排，阳谷张秋镇
对规范提升月的标准再次提升
档次。为确保贫困群众稳定脱
贫、不返贫，张秋镇出台多项扶
贫优惠政策,根据贫困户的不同
情况,不同特点,举一反三,量身定
做,制定帮扶措施。同时进行入户
档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明示栏、
爱心包、资料册等,对入户档案进
行规范再提升再定新标准。

一，四个一墙面统一标准：
张贴“四个一”的墙面要干净整
洁，不得悬挂张贴其他物品。

二，有关确认、证明材料无
日期统一标准：1、收入证明已

发放无延续性的要注明日期；2、
政策确认单要全部填写时间；3、
告知书填写时间，按照相关部门
出具的实际时间填写。以上时间
必须填写，不得有空项。

三、档案资料中与本户不
相关的资料页未全部撤出统一
标准：经确认后，与本户不相关
的资料页全部撤出。

四、教育资助无收入支撑
材料统一标准：通过银行发放
的要有银行流水；未通过银行
发放的要有学校出具的发放证
明(需加盖公章)。

五、部分资料未统一装订到

档案资料内统一标准：住房鉴定报
告、特惠保险卡、签约医生协议的
复印件要统一装订到档案资料内。

六、档案资料填写缺项及
装订不规范统一标准：1、档案
资料中的收入表“合计”项不得
空项。2、贫困户基本情况“出生
年月”右侧的空项要添加上“健
康状况”。3、凡是享受免费服药
政策的精神障碍贫困户，在《残
疾人扶贫政策落实确认单》第
三项一律勾选“是”、“落实”。4、
慢性病告知书按照最后版本进
行装订，原老版本一律撤出。

(张慧 李新胜 吴传来)

阳谷张秋镇：规范提升月再定新标准

“大娘，这是你今年的孝
善养老金，已经打到你的卡
上了，你看看。”在阳谷县张
秋镇景阳冈村，帮扶干部正
在跟高春香老人介绍孝善养
老金的发放情况。听到孝善
养老金已经发放到账，老人
的脸上乐开了花。

根据上级安排，王春香老
人的这笔孝善养老金是由赡养
费和孝心奖补资金两部分构
成，其儿子按照每年2400元的
标准缴纳赡养费至村级公共代
管账户并签订“孝善养老协议
书”，再由县财政按赡养人缴纳
赡养费10%的比例给予奖补，直

接发放到老人的社保卡中。张
秋镇2020年269户贫困户子女上
缴孝善养老金共计345600元，
奖补34560元，截至目前所有的
孝善养老金已经全部发放到贫
困老人手中，确保如期全面打
赢脱贫攻坚战。

(张慧 李新胜 吴传来)

阳谷张秋镇景阳冈村孝善养老暖人心

为大力弘扬传统孝善文化，着
力提升贫困老年人生活质量，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温陈街道将孝善养

老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相结合，按
照“子女赡养+政府奖补”的模式，
对街道建档立卡脱贫享受政策扶

贫对象和即时帮扶对象中年满60
周岁的老年人全面实施孝善扶贫
政策，共惠及100余位贫困老人。

茌平区温陈街道将孝善养老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相结合

两个暖水瓶、一个凉水杯、
六个茶杯、一个茶盘这些大多
数家庭看似平常的生活用品，
可对于贫困户来说，却让他们
感到来自镇党委政府和帮扶干
部们的真情帮困，切切实实让

他们备感温暖。
2020年以来，高唐姜店镇

聚焦人文关怀，精化实化帮扶
措施，细微处下绣花功夫，精准
发力扶贫，带着感情去扶贫，真
扶贫，扶真贫，着力提升贫困户

幸福指数。帮扶围绕“用心”二
字打出了各种实招硬招，姜店镇
为贫困户集中购买了衣柜、凉
席、整套茶具等生活必需品。此
次送给贫困户的112套茶具，以
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王树平)

高唐姜店镇：112套茶具温暖贫困户

近日，阳谷张秋镇西沙村贫困
户陈春海逢人便说：“规范提升月
太好了，上级免费给我盖大门修院
墙，院子里也给我铺砖了，下雨天
再不用踩泥路了，出门也不害怕
了。”

张秋镇严格按照上级要求开

展规范提升月活动，截至目前，张
秋镇共为211户贫困户修建院墙79
处，大门74个，186条院内路硬化。贫
困户在此次活动中喜提硬件提升
大礼包，有效提高了贫困户的生产
生活条件，助推脱贫攻坚。

(张慧 李新胜 吴传来)

阳谷张秋镇贫困户喜提“大礼包”

14岁，正是花一样的年纪。然
而，2014年，厄运降临到高唐县琉璃
寺镇王官屯村14岁的曹长顺身上。
正上初二的他，被查出患有罕见的
强直性脊柱炎，从此无法站立行走，
只能卧病在床，更不能上学。辍学一
年多之后，曹长顺以顽强的毅力战
胜病魔，考上了烟台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今年毕业的他，又考上了青岛
科技大学的化学工程与工艺本科专

业，终于圆了自己的大学梦。
“扶贫政策圆了我的大学梦。

如果没有国家推行的各项扶贫政
策，我根本走不到今天。”曹长顺
说。因病致贫后，镇政府及时将曹
长顺一家列为低保贫困户，给予各
项政策扶持，社会人士也伸出援
手，镇村帮扶人员更是隔三差五上
门，补屋顶、换家具，还送来柴米油
盐和被褥衣服。

“扶贫政策圆了我的大学梦”

“我们用农用三轮车把张书设
大爷家院里、院外的垃圾全部清理
干净了，拉了四五十趟！”7月23日，高
唐县尹集镇老王寨村党支部书记李
洪忠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

张书设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孤
身一人生活。由于他不重视卫生，
几十年来堆积的垃圾遍地都是，厚
厚地堆在院里各个角落，跟一座座

小山似的，外人进去连个落脚的地
方都没有。屋里更是脏乱，物品随
意丢放，床上被子破旧。作为张书
设的帮扶责任人，李洪忠看在眼里
急在心上。针对张书设的特殊问
题，尹集镇召开党委会进行专门研
究，决定成立工作专班，制定具体
改造计划，专班人员按照分工进行
上门帮扶。

扶贫干部“移山”记

“家里给装了纱门，添了生活
用品，现在又给我硬化了院子，真
是没想到日子还有这么好的一
天。”提到家里最近的变化，茌平区
温陈街道刘佩村贫困户王金堂非
常感激。王金堂家的变化只是温陈

街道脱贫攻坚巩固提升取得成效
的一个缩影。为夯实脱贫攻坚基
础，打赢脱贫攻坚收官战，温陈街
道自我加压，夯实责任,街道、村干
部齐上阵，全力以赴促提升，增强
贫困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茌平区温陈街道：全面彻底抓好扶贫工作

为进一步坚定干部群众
脱贫致富的信心和决心，巩固
提高脱贫成效，营造全社会参
与扶贫的浓厚氛围，温陈街道

开展全方位、多渠道、深层次
脱贫成效宣传，为决战决胜脱
贫攻坚提供强大精神动力。截
至目前，全街道共制作宣传图

版4个、宣传展板2个、悬挂宣
传条幅10条、粉刷墙体宣传标
语174幅、拍摄脱贫攻坚宣传
片1个。

茌平区温陈街道开展脱贫成效宣传 挂失声明
聊 城 八 佰 伴 市 政 建 设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 社 会 统 一 信 用 代 码 ：

91371502MA3Q9PK27T)，公司法人：刘学军。公章、财务章、发票章，因公司
变更，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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