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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刊

上下一条心，全市一盘棋
文明城创建凝聚一座城前行的力量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王尚磊

生活在聊城的市民，你一定会发现：聊城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更美了！
文明创建等公益宣传广告随处可见，融入城市的景观小品、雕塑成为靓丽的风景线，斑马线前文明礼让暖心画面映入眼眼帘，文明出

行、文明出游礼仪风尚在道路、公园、广场处处流传，农贸市场和背街小巷经过“整治美容”，跟脏乱差说再见，居民民笑容灿烂；一条创城
热线，连起社区小区身边事，创城巡访组走街串巷，督办单催着职能部门“马上就办”，在基层一线化解居民烦心事儿儿……这一切源自聊
城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中的不懈努力。

市民幸福指数越来越高

全国文明城市是一座城市的
最高荣誉，是含金量最高的城市
品牌。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是大势
所趋，也是群众所盼。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带来的是城市面貌、环境
秩序、服务管理、市民文明素质的
变化，提升了城市品位，改善了生
活环境，市民幸福指数越来越高。
文明的力量，温暖感动着每一位
聊城人，也激发和凝聚着一整座
城的力量。

8月21日，聊城市召开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工作推进会，进一步
动员各级各部门聚焦聚力，集中
攻坚，奋力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
建工作，确保取得良好成绩。会议
指出，聊城自启动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工作以来，做了大量卓有成
效的工作，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显著提升，但仍存在不少问题，面
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全国文明城
市创建测评在即，创建工作已进
入最后冲刺阶段，各级各部门要
振奋精神，鼓足干劲，全力以赴打
好创城攻坚战。

8月26日，聊城市委书记孙爱
军到市城区部分站点督导检查全

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他强调，要
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
向，精准解决存在的问题，切实巩
固整改提升成果，确保创城工作
取得实效。

在市交运大市场，孙爱军现
场检查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经营
秩序、环境卫生、公共服务等方面
的情况，并与市场管理人员、商户
交流，了解市场经营、管理情况。
他叮嘱有关负责人要提高市场精

细化管理水平，加大对水产品、畜
禽肉等摊位的卫生清理力度，严
格落实消毒措施，为市民提供整
洁、安全、放心的购物环境。

在柳园小区南区，孙爱军详
细了解了小区物业管理、垃圾分
类、社会治安等情况，针对检查过
程中发现的问题和不足，提出具
体整改意见。他要求，要精准发
力，持续巩固深化创城整治成果，
让居民拥有幸福感、获得感和安

全感。孙爱军还来到亚大市场路，
检查了背街小巷脏乱差、停车秩
序混乱等问题整治的实际成效。
他指出，要强化市场经营秩序管
理，抓好背街小巷的改造提升工
作，严格按照创城标准，把各项工
作做细做实。

志愿服务成暖心城市名片

在争创全国文明城市的过程
中，聊城全市上下紧密结合实
际，深入围绕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工作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继续强化社会合力，以
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
为载体，动员和凝聚各方力量参
与“创城”工作，先后组织招募多
批志愿者。

在路口进行文明劝导，在社
区开展便民服务，在东昌湖边捡
拾垃圾，在大会现场进行服务引
导……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过
程中，无论是在烈日下，还是在
寒风里，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
把爱心和温暖传递到每个角落。
志愿服务活动是群众参与文明
创建的有效途径，志愿者们用自
己的行动诠释了“奉献、友爱、互
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并把这种

精神不断传承、发扬开来。
各单位积极主动组织职工

走上街头，开展文明交通活动，
劝导行人和非机动车辆遵守交
通规则。聊城市积极动员青年志
愿者参与线上线下捐款捐物和
进村入户走访慰问活动;走进社
区开展入户交流，在广场设立服
务点，给居民讲解应急救援知
识、进行免费查体、义务剪发、免
费心理咨询服务、宣传助学理
念，发展志愿者以及文艺汇演活
动。城市大街小巷处处绽放的志
愿者笑脸，成为最暖心的城市名
片。

截至目前，全市建成区注册
志愿者达到219156人，成立志愿
服务队958支，发布志愿服务活
动 5 8 1 2 项 ，志 愿 服 务 总 时 长
2010845小时。充分调动民间公
益组织的积极性，组织开展关爱
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困难职工、
文明旅游、文明交通、文明上网
等志愿服务活动，形成“志愿服
务天天有，文明创建随处见”的
良好局面。通过志愿服务传达

“创城靠你我，巩固文明、人人有
责”的主题，切实增强群众创城
参与意识，激活群众践行志愿服
务的热情。

志愿者服务蔚然成风，在家长带领下，小志愿者在东昌湖岸边捡拾垃圾。

“这个行李箱送给你，希
望它能装着你的梦想跟你远
航，被北大录取只是你所有荣
誉的开始，我们在家等着你更
多的好消息传来。”这是8月21
日阳谷县委副书记田学超一
行到辛铭如家祝贺慰问时，对
她的祝贺和期许。

今年以总分686分的优异
成绩被北京大学医学部录取
的辛铭如，是阳谷县侨润街道

精准扶贫户辛保贤的孩子。其
父亲与母亲均为一级残疾，由
于缺乏劳动能力，一家人只能
依靠低保生活，家庭条件拮
据。

侨润街道在精准扶贫结
对帮扶中着力解决实际问题，
注重“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
智”，街道现有208户脱贫政策
享受户中有59名在校学生，侨
润街道对这些学生重点关注，

重点帮扶。截至目前，街道59
名贫困户的孩子全部落实了
相应的费用减免及教育资助
政策。辛铭如就是这59位贫困
学子中的其中一名。

侨润街道团委书记汤雁
南得知了铭如被北大录取的
好消息，第一时间反馈到县团
委，为铭如争取到每年5000元，
连续资助四年“朝阳助学”公
益救助金。

贫困学子高考圆梦，扶贫帮扶助学送暖

为进一步传递温暖，给困
难儿童更多的关爱，让他们健
康快乐成长，8月20日上午9时
许，阳谷县侨润司法所联合街
道民政所协助阳谷县民政局
开展关爱儿童服务活动，为侨
润街道辖区孤儿、事实无人抚
养儿童、困境儿童、农村留守
儿童送上精神和物质双重关

爱。
活动中，侨润司法所工作

人员向家长和孩子们发放了
法律援助须知宣传页，详细讲
解了申请法律援助的条件和
范围，华夏保险人寿股份有限
公司阳谷支公司负责人为孩
子们开展了心理健康教育辅
导，推进了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知识的普及，起到了良好的宣
传作用。最后，现场给孩子们
送上了各类图书资料、文具、
时令水果等慰问物品。

此次活动的开展，营造了
关怀关爱儿童的温馨氛围，更
多人参与进来，让更多儿童感
受到来自政府和社会的关爱，
深得家长和孩子们的称赞。

阳谷县侨润街道开展关爱困境儿童服务活动

近日，高唐县清平镇迎来
多次强降雨天气，为确保贫困
户“两不愁三保障”问题全部
清零，帮扶责任人冒雨走访贫
困群众，切实增强群众的幸福
感、获得感、安全感。各帮扶责
任人每到一户，都询问了解贫

困户的生产生活情况，仔细查
看贫困户居住环境及住房安
全。对贫困户可能存在的内
涝、危房、旧房等安全隐患进
行地毯式排查，对房屋漏损、
院墙坍塌、院内积水等情况进
行检查，并提醒及时注意家中

存在的线路老化、破损等问
题，发现问题第一时间向村委
或者帮扶责任人反馈。对于走
访发现的问题，当场反馈，立
行立改，切实做到问题清仓见
底，进一步提升脱贫攻坚质
效。

高唐县清平镇：确保贫困户“两不愁三保障”问题全部清零

为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
加快推进贫困残疾人脱贫攻
坚工作，让贫困残疾人感受到
实实在在的关爱。聊城开发区
蒋官屯街道办事处残联全面

摸排辖区贫困残疾人的实际
情况，对症下药采取措施、落
实政策，为贫困残疾人配发了
轮椅、盲杖、腋拐、洗浴椅等辅
助 器 具 ，精 准 康 复 覆 盖 面

100%。通过发放辅具，最大限
度地帮助贫困残疾人提升生
活自理能力，把党和政府的关
心与温暖送到贫困残疾人的
心上。 (赵雁)

聊城开发区蒋官屯街道残联做好行业扶贫工作

阳谷县高庙王镇高度重
视脱贫攻坚“双提升”工作，镇
党委、政府在确保贫困户全面
享受各项惠民政策的基础上，

按照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家
家干净、户户整洁”的要求，要
求所有贫困户自觉养成讲卫
生、爱干净的良好习惯，确保

贫困户室内外、院内外，经常
保持干净、整洁，确保贫困户

“双提升”工作取得实效。
(郝磊)

阳谷县高庙王镇：脱贫攻坚“双提升”工作扎实推进

今年32岁的王森，肢体二级残
疾，是四新村建档立卡贫困群众。
在高唐县尹集镇人民政府见到王
森时，他正在报送村里的医保电子
统计表，虽然走路一瘸一拐，却始
终面带微笑，“今年俺被镇上的扶
贫公益岗录用了，每月发给600元钱
的工资！”

2016年，王森开起了微店，主要

经营手机等电子产品及其配件。4
年来，王森都是自己寻找放心货
源，然后在网上进行售卖，利润很
薄，“我开微店主要是想结交朋友，
给大家提供质量过硬的电子产
品。”在王森的帮助和带动下，有十
几名群众也开起了微店，微店经营
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王森都会全
力帮助解决。

高唐青年身残志坚开起微店

8月14日，高唐县琉璃寺镇百姓
服务站儿童快乐家园里传出了阵
阵生日快乐歌，“梨花”志愿者和孩
子们的真挚歌声和美好祝愿让小
主角乐乐 (化名 )流下了幸福的泪
水，琉璃寺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牵
手县妇联为乐乐举办了一场特殊
的生日会，也是给乐乐一份特殊的
生日礼物。

今年11岁的乐乐家是建档立
卡贫困户。过生日、吃蛋糕，在别的
孩子看来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但
是对于乐乐来说却只能放在心里。
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及妇联志愿
者了解了她的情况后，决定为她办
一场热闹的“生日会”，让她感受到
大家的关心关爱，一次暖心的集结
活动悄悄地在准备。 (杨东)

高唐县琉璃寺镇：一场特殊的生日会

近日，聊城开发区北城街道帮
包干部宋延国为提升人居环境，美
化家园，正冒着烈日给贫困户王大
爷铺设庭院小道。自从2018年底帮
包贫困户以来，他就成了贫困户家
的“常客”，几乎每周走访一次，宋
延国把贫困户当成自己的亲人看
待，今年5月王大爷因为白内障手

术住院，他听说后买了礼物直接去
医院看望；平时像修个插座，换个
水龙头这样的小活，他都包下来
了；宋延国是北城街道的残联干
事，虽然身有残疾，但他仍然申请
帮包了两户贫困户，正是靠着这一
股倔劲和认真，受到贫困群众的一
致好评。

聊城开发区北城街道真情帮扶促脱贫

为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今年
以来，聊城开发区残联持续做好残
疾人工作，更好地为残疾人服务，
扎实开展上门办证工作，促进各项
惠残政策有效落实。由乡镇街道残
联、开发区残联、第四人民医院评
残医生开展为建档立卡贫困疑似
精神残疾人上门评残；并由街道残
联、开发区残联、脑科医院评残医

生开展为建档立卡贫困疑似肢体
(长期卧床)残疾人进行上门评残办
证工作。两次入户评残共为多名疑
似肢体、精神残疾人提供上门评
残，评定现场，评残医生仔细询问
残疾人病史情况、查看病例、观察
现况，结合残疾人实际做出残疾等
级评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精准享
受各种残疾政策打下了坚实基础。

聊城开发区开展贫困户上门评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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