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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刊

莘县莘州街道充分利用
八月份脱贫攻坚工作“规范提
升月”时机，开启“5+2”、“白+
黑”扶贫工作模式，对全街道
359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扶贫档
案资料、“两不愁、三保障”和
饮水安全、住房安全、院落提
升等工作进行规范提升。

一是动员全体帮包干部
下村入户，对建档立卡贫困户
的入户档案进行规范提升，确

保“四个一”上墙，即一句扶贫
名言名句、一个明示栏、一个
签约医生牌、一个爱心包，做
到统一布局、统一标准。

二是全面排查扶贫政策
落实情况。发挥各行业部门职
能作用，严格落实教育扶贫、
健康医疗扶贫、住房安全保
障、饮水安全、社会救助等政
策，着力推进门诊慢性病办
理、残疾人“两项补贴”发放和

精神残疾鉴定、低保困难老人
补贴发放等工作，让贫困户应
享尽享政策红利。

三是继续强化“双提升”
工作，街道办事处积极筹措资
金改善贫困群众居住环境，做
到“六净一改善”，帮助贫困户
消除“三大堆”，修缮大门、院
墙，铺设小道，做到庭院干净
绿化规范。

(莘州街道 张萌新)

扶贫措施精细化，脱贫工作规范化

为了确保高质量、高标准
通过省市评估验收，莘县妹冢
镇党委政府召开脱贫攻坚工作
规范提升会，力争多措并举、全
面推动妹冢镇各项扶贫工作标
准再提高、水平再提升。

一是加强培训，提升能
力。镇扶贫办人员对全体帮包
干部将建档立卡贫困户资料
手册的排放顺序及清单等基
本内容如何填写进行培训。

二是成立专班，压实责
任。妹冢镇党委政府分别成立
了由镇长牵头的政策把握专
班、管区三支为首的扶贫检查
专班、科级干部带队的档案整
理专班、城建所牵头的“双提
升”专班。政策把握专班负责
对每项政策疑问的汇总商量，
扶贫检查专班负责对本管区
帮包干部所整理的每项资料
清单填写的审核，档案整理专

班负责将历年来镇退出、纳入
贫困户及镇审计人员对扶贫
项目等各项扶贫档案的整理
审查归档工作，“双提升”专班
负责贫困户的生活水平和居
住环境的改善。

三是加强宣传，营造氛围。
积极筹拍镇、村脱贫攻坚专题片，
将政策宣传到家家户户，进而提
高贫困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 (秦晓丹)

莘县妹冢镇：多措并举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阳谷县博济桥街道党工
委不断强化脱贫攻坚措施，切
实增强帮扶干部的责任心和
工作责任感，坚决打赢脱贫攻
坚战。

博济桥街道党工委坚持
跟踪问责，务求工作实效。进
一步压紧压实脱贫攻坚责任，

着重从帮扶措施制定实不实、
基础信息录入真不真、档案资
料全不全等方面，对各项措施
的落实效果进行一次大检验。
坚持问题导向进行整改提升，
问题实行销号办结制。帮包责
任人认领问题清单，整改不到
位不销号、成效不符合上级要

求不销号、群众对整改提升不
满意不销号。对整改问题不到
位、不彻底的帮包责任人，不
论是县直单位帮包还是街道
机关干部，一律加大督导问责
力度，确保扶贫脱贫各项工作
落到实处。

(王逸秀 于跃华)

阳谷博济桥街道党工委：脱贫攻坚帮扶措施硬

8月21日，高唐县人和街
道脱贫攻坚规范提升工作推
进会召开。党工委书记郭建
强强调，各帮扶责任人，要
严格按照省脱贫攻坚收官验

收标准，在前期规范提升工
作的基础上，继续以规范提
升贫困户庭院建设水平为突
破口，以全面提升孝善扶贫
规范化管理水平为立足点，

以全面提升到户帮扶工作实
效为出发点，巩固提升全街
道脱贫攻坚成果，确保高质
量 通 过 省 脱 贫 攻 坚 收 官 验
收。

高唐人和街道召开脱贫攻坚规范提升工作推进会

2020年作为脱贫攻坚收官之
年，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阳谷县大
布乡不断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通
过实施党建引领，推动脱贫攻坚。

为切实加强基层软弱瘫痪党
组织力量，根据县委组织统一部
署，经过公开遴选，大布乡机关干
部孙明明被组织上选派到该乡基

层党组织瘫痪、缺乏带头人的薛楼
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孙明明紧紧
围绕壮大村集体经济、增强村民收
入，尤其是确保贫困增收，依托党
建强化宣传引导，以“精准扶贫不
是养懒人”为学习主题，通过党员
宣传不断增强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的信心和决心。 (国瑞)

阳谷大布：党建引领推动脱贫攻坚

为让县直帮包干部、帮扶责任
人切实担负起用心用力、真帮真扶
的职责，阳谷县高庙王镇要求帮扶
责任人强化脱贫攻坚责任担当。

加强扶贫业务学知识习。主动
参加扶贫业务培训和指导，不断提
升扶贫政策知识和扶贫政策理论
水平。履职担当扛责任。在脱贫攻
坚这场硬仗中，身为帮扶责任人，

一定要提升政治站位，勇挑扶贫重
担，不等不靠，自觉担当起脱贫攻
坚重任。严守纪律转作风。要求全
体帮扶责任人要以最饱满的精神
状态、最严格的自我约束，坚守战
场纪律。将切实转变工作作风落实
到行动上，坚决杜绝“进村不入户、
入户找干部”以及消极、疲软等不
良现象的发生。 (郝磊)

阳谷县高庙王镇强化脱贫攻坚责任担当

近日，在高唐县汇鑫街道辛兴
店村一场“特殊”的生日宴正在举
行。寿星是本村贫困户杨殿志，在
家中只摆了一桌酒席但又不失隆
重，杨殿志坐在宴席中间位置，支
部书记李海波、扶贫干部张富全
和支部一班人围坐在杨殿志两
旁，一桌人边吃边聊、谈笑风生，
宴会在唱起“祝你生日快乐”吹生
日蜡烛时，寿星杨殿志老人再也

抑制不住心情，眼里流出了感动
的泪花。

杨殿志是一位单身贫困老人，
五保户，今年66岁，平常无近亲走
动，汇鑫街道扶贫干部赵庆国和辛
兴店村书记李海波考虑到传统习
俗，都比较看重六十六岁生日，李
海波便召集支部一班人商定支部
委员自掏腰包当做“特殊”党费，来
给杨殿志过一个“特殊”生日。

高唐汇鑫街道辛兴店村支部委员的“特殊”党费

高唐县汇鑫街道贫困儿童小
菲家因为父亲身体残疾而导致贫
困，母亲为了照顾家庭也无法外出
打工。因为没有自己的学习桌，小
菲每天放学回到家，只能在饭桌上
完成作业。面对家中简陋的环境，
一直以来她都有一个愿望：想要有
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一个不需要
太大的地方，可以放得下自己的书
桌和小床，可以安静地在小屋里看

书、写作业。
“希望小屋”项目启动后，汇鑫

街道团委联合爱心企业和青年志愿
者们一起多次到小菲家中走访，实
地查看家庭环境和建设空间，了解
小菲及其父母对建设“希望小屋”的
意愿，在原有住房的基础上进行规
划改造，为孩子配备必要的学习桌
椅、儿童床等学习生活用品，并组成
爱心结对志愿者帮助辅导学习。

高唐汇鑫街道：“小屋子”点亮“大希望”

强化组织协调

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

今年2月份以来，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
暴发，各行各业正常工作和老百姓日常生
活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为了保障疫情
期间人民群众的金融需求与合法权益，聊
城市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协会多措并举，协
调组织金融机构，开辟咨询渠道，致力维护
疫情期间辖区金融环境的稳定运行。

一是春节假期开班后，摸排掌握各银
行营业网点营业情况，立即组织各金融机
构每周报送各网点营业时间排班情况，及
时在网站和微信公众平台公布，为来电咨
询的金融消费者做好解释工作；二是与移
动公司合作，以公益短信的形式将咨询投
诉电话投放至辖区移动用户手机，覆盖范
围超百万人次，为金融消费者疫情期间咨
询投诉、合法维权畅通了渠道；三是指导金
融机构做好疫情期间金融服务，要求金融

机构做到“十个到位”，在保障员工和客户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同时，创新金融服
务方式，提高线上金融服务效率，加强线下
配套服务和宣传引导；四是加强在线培训，
提升金融从业人员专业素养，组织辖内金
融机构从业人员开展疫情期间法律问题实
务、疫情防控期电信欺诈手法及防范等两
期相关业务培训，相关从业人员2000余人
次参与在线培训。

创新方式方法

有效提升金融知识宣传质效

受疫情影响，不能组织开展大型集中
的宣传活动，聊城市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协
会组织辖内金融机构结合自身优势，开展
多形式、新载体、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宣传模
式，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一是华夏银行聊城分行制作公益宣传
短视频《疫情期间防金融诈骗小常识》，告
知社会公众如何避免金融诈骗陷阱，视频

被学习强国平台推送；二是光大银行聊城
分行联合公安局经侦支队共同拍摄原创
情景剧短视频，通过短视频以“身边事”教
育“身边人”的方式，做好存款保险宣传工
作；三是邮储银行聊城市分行联合聊城市
邮政公司，通过邮寄员将“守住‘钱袋子’
护好幸福家—致广大金融消费者的一封
信”随客户信件及快递包裹送达乡镇及农
村客户手中；四是北京银行、德州银行聊
城分行等机构在疫情期间特别开通了线
上直播宣传，内容涵盖家庭资产配置、线
上金融服务、贷款及政策解读等通过非接
触式面对面的创新宣传渠道，吸引观众3
万余人次。

加强农村地区金融宣传

实现金融助力脱贫攻坚

在金融知识普及教育与金融消费维权
的工作中，广大农村地区人民群众属于弱
势群体，他们的金融知识储备与金融维权

意识相对较为薄弱，在脱贫攻坚的战役中，
提升农村居民金融素养、净化农村金融环
境尤为重要。为此，聊城市金融消费权益保
护协会组织辖内金融机构，以提升农村居
民金融素养为主要抓手，金融知识普及教
育与金融维权相结合，助力脱贫攻坚战役
取得最终胜利。

一是在农村地区空中唱响“金融之
声”。聊城市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协会与东
昌府区广播电视台合作，结合疫情期间实
际情况，制作10余期针对性、实用性强的
金融知识课件，利用“村村响”广播电台面
向辖区农村地区宣传金融知识，让农村居
民足不出户学习金融知识,覆盖人群180
余万。二是打造农村金融宣传阵地。组织
利用现有的3103个农村金融维权联络点，
发挥其金融知识宣传、登记受理咨询投诉
功能，让维权联络点变成金融知识普及教
育与维权的一线阵地，为农村居民尤其是
贫困人群做好金融知识普及教育、解疑答
惑。

金融惠民，服务为民，聊城市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协会———

切实做好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
2020年以来，在中国人民银行聊城市中心支行、聊城市民政局的指导下，聊城市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协会严格贯彻人民银行总总分行年初工作会议

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强化责任担当、提升服务水平，以扎实严谨的工作态度高效效化解金融纠纷，践行“替金融消
费者解困 为会员单位排忧”的理念，争做“让人民群众满意”的社团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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