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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刊

今年以来，聊城高新区卫
计局深入贯彻落实健康扶贫工
作要求，进一步明确工作职责，
完善保障措施，健全督查机制，
有效保障了健康扶贫工作顺利
开展，让辖区贫困群众切实享
受到各项健康扶贫惠民政策。

为了让辖区贫困残疾人享
受到更好的健康服务，该区卫
计局为他们全部发放了残疾人
康复服务牌，每月组织辖区卫生
院医生到残疾人等行动不便的
贫困群众家中进行康复护理等
服务。该区卫计局严格落实政

策，建立贫困户人员绿色通道，
辖区5家定点医疗机构，贫困户
政策范围内疾病自付比例不超
过10%，并严格落实“先诊疗后付
费”、“一站式”结算、“两免两减
半”等健康扶贫惠民政策，切实
减轻了贫困群众的医疗负担。

聊城高新区卫计局健康扶贫落到实处

8月20日，市医疗保障局局
长周兆岩来到聊城高新区许营
镇汪庄村看望贫困群众，与贫
困群众深入交谈，并送去了扶

贫慰问金，党委书记刘志坚等
同志参加慰问活动。

周兆岩询问贫困户身体状
况、住房安全、家庭收入等情况，

详细讲解医疗扶贫相关政策，叮
嘱随行人员认真落实各项扶贫
政策，切实解决老人遇到的实际
生活困难，努力提升帮扶成效。

市医疗保障局局长周兆岩到聊城高新区许营镇慰问困难群众

针对全镇贫困人口慢性病
申报覆盖面小的情况，阳谷县
石佛镇加大对贫困人口享受长
期慢性病政策的宣传，下发明
白纸，帮扶责任人逐户告知贫
困户相关政策以及办理流程；
同时，在全面摸排掌握全镇疑
似长期慢性病人的基础上，联

合镇卫生院、县中医院组成长
期慢性病人鉴定工作组，集中
开展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长期慢
性病申报评审工作。鉴定组逐
人查看病例资料、询问病情用
药情况，严格按照流程办理相
关手续。符合长期慢性病标准、
达到条件的，县中医院出具相

关手续；不符合标准，达不到条
件的，镇卫生院出具不符合申
报，县中医院出具不符合评审
证明。

截至目前，共为20多名符
合条件的贫困人口办理了长期
慢性病证，为160多人出具了不
符合条件告知书。 (楚凤珍)

阳谷县石佛镇全面做好贫困人口长期慢性病申报评审工作

当前，正是脱贫攻坚工作决
战倒计时的关键阶段，阳谷县博
济桥街道党工委明确要求，所有
扶贫干部必须切实提高政治站
位和政治觉悟，克服松松劲、歇
歇脚的想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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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谷县博济桥街道：坚持跟踪问责 确保脱贫实效

站在光明路和东兴路的交
叉口往西看，即便是刚下过雨，
15米宽的柏油路，在天亮之前，
也已经被清理得干干净净。“瞧
见了吧，这是我每天劳动的成
果。”高唐县人和街道吕寨村67
岁的贫困户杜兴中，一提到这段

路面的保洁，受雇于东城保洁公
司的老汉脸上总是洋溢着骄傲
的神情：“在家门口就把班上了，
还月月领800块钱的工资，咱一
个庄户人家可真是尝到了国家
政策的甜头，这橘黄色的马甲就
是我每天的奔头。”

提到贫困户的“稳就业”话
题，人和街道扶贫办主任陈洪霞
说，已为农村60岁以下有劳动能力
的13户贫困户申请到村级保洁的
特殊公益性岗，为住在城乡结合部
的7户贫困户争取到了公路养护员
的职位，作为收入增加的稳定器。

让贫困户在家门口实现稳就业、稳增收

为深入推进脱贫攻坚规范提
升，许营镇坚持以改善贫困户居住
生活环境为主攻方向，聚焦“六净
一规范”，补齐短板、集中改造，进
一步改善贫困户生活居住环境。

为加快进度，确保提升质量，
许营镇实行各社区统一集中施工
方式，各帮扶责任人提前绘制改造

提升“草图”，包括院内道路方向、
布局，“小水楼”位置，并做好前期
准备工作，有力保障了施工进度。

规范提升行动，提高了贫困户
的居住条件，切实改善了院落环
境，进一步增强了贫困群众幸福感
和满意度，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奠定硬件基础。

聊城高新区许营镇：爱心小路铺到群众心田

在扶贫工作中，高唐县梁村镇
动员党员干部要用真情、真心、真
干，扑下身子投身其中，用实际行
动践行初心使命，全力打赢脱贫攻
坚战。

梁村镇贫困户帮扶干部走村
入户，确保脱贫攻坚取得最后的决
定性胜利。他们顶着烈日、忍着酷
暑，辛勤地工作着、战斗着。镇党委

书记刘田带头遍访贫困户，他强
调：“要用我们今天的多流汗，换来
贫困户一个崭新的幸福明天。”全
镇上下一心，用打赢脱贫攻坚战的
实际行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目
前，全镇党员干部基本实现了联系
贫困户的“月遍访，周走访”，收集
诉求建议200条，实际解决困难问题
1000余个。

高唐县梁村镇：党员干部头顶烈日遍访贫困户

“尹书记，快叫大家伙先来吃
块西瓜，休息一会儿。”院子中，在
一个蓝色塑料大桶前，一位年近花
甲的老汉，正一面切着西瓜，一面
仰着头向屋顶上喊着。这暖心的扶
贫一幕就发生在高唐县人和街道
辛家楼村贫困户张莫辰的院子里。

“马上弄完最后一部分了，完工再
吃。”这位被唤作“尹书记”的中年
男子，是和平社区党总支书记尹延

祥，也是张莫辰的帮扶责任人。他
正迎着日头蹲在老汉的屋顶，一
边用搭在肩头的毛巾擦了擦汗，
一边指挥着村里新来的第一书记
李春旺、扶贫专干许爱华和几个
劳力加紧赶工，头也没回地应了
张老汉一句。等到他们一落地，张
老汉手里拿着一块西瓜，赶紧迎
了上去，嗔怪着说：“喊了三次，可
算把西瓜递到你们手上了。”一句

高唐人和街道：贫困户三请吃西瓜

8月24日，阳谷县石佛镇召开全
镇扶贫干部作风整顿大会，全体机
关干部、贫困户帮扶责任人、村扶
贫专职主任参加会议。会议决定在
全镇开展扶贫干部“纪律不严、作

风不正、担当不足、落实不力”为重
点内容的作风专项治理活动，深入
推进扶贫干部作风转变，加强脱贫
攻坚领域突出问题作风专项整治，
切实推动脱贫攻坚规范提升。

阳谷县石佛镇以干部作风大整顿

推动脱贫攻坚规范提升

高标准高效率

高质量参与创建

会议要求，全市卫生健康系
统要强化大局意识，高标准、高
效率、高质量完成本系统承担的
各项创建任务。同时强调，各实地
站点要对照全国文明城市实地站
点创建标准，查弱项、补短板，逐
条逐项落实到位，切实提升行业
文明形象。下一步，市卫生健康委
将强化指导督导，与当前正在进
行的干部作风整顿结合、与“三遍
访”工作相结合，全力以赴落实好
各项创建任务，为聊城市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贡献卫生健康力量。

聊城市卫生健康委召开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推进会，传达学
习中央文明办对部分创城指标最
新测评变化、国家测评时的失分
点，聊城市委书记孙爱军对创城工
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市创城办
对19项专项行动和帮包社区考核
情况通报，旨在通过整改落实上级
检查出的问题，加强行业文明建
设，助推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今年是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
攻坚之年，履行卫生健康行业职

责，发挥系统健康服务优势，为创
城贡献行业力量是聊城市卫生健
康委当前的重要任务。

聊城市卫生健康委要求，要
审视存在问题，以积极认真的态
度抓好整改落实。认真对照市文
明办在19项专项行动和帮包社区
检查中指出的问题，列好责任清
单、明确时限要求、举一反三抓好
整改落实。在下一步的工作中以
更加务实的举措、更加扎实的作
风，完成好创城的各项工作任

务，争取应得的分一分也不能
少，务必完成的项目要彰显卫
生健康系统的特色。

发挥模范带头

行业指导作用

聊城市卫生健康委坚持党建
引领，以模范带头的行动促进创
城工作。发挥“党建筑魂·健康为
民”的品牌力量，将党建工作与创
城工作深度融合，让每个支部在

创城中都是一座堡垒，让每名党
员在创城中都是一面旗帜，把卫
生健康系统的义诊进社区、健康
进家庭做得更实更细，让群众真
正体验到创城带来的新鲜生活体
验，获得满满的幸福感。

聊城市卫生健康委作为省级
文明单位，充分发挥行业指导作
用，积极借鉴全国卫生城市创建
经验，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贡献
卫生健康力量。

今年，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
作涉及卫生健康行业有9个指标、
12项测评内容、14条测评标准、17
条具体要求，并新增疫情防控内
容及部分与省协调沟通事项，任
务重、时间紧，各业务科室密切配
合协调，高效推进工作。按照有部
署、有措施、有成效、有支撑的要
求，用精炼语言反映全面工作；图
片资料，务求选材准确、图片清
晰、突出主题；数据统计，确保结
构严谨、计算准确、出处清晰、上
下一致，并具有可追溯性。

开展帮包共建

精准服务社区

5月21日下午，聊城市卫生健

康委到单光屯社区协商帮包共
建计划，开展宣传服务活动。聊
城市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
任、二级调研员、市中医药管理
局局长李守鲁带领部分党员志
愿者参加活动。

李守鲁与单光屯社区负责
同志围绕文明城市创建、“双报
到”进社区等工作进行座谈，在
了解社区当前建设现状后，就

《聊城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宣
传、健康教育进社区、精准义诊
进家庭、理论宣讲进基层、党建
帮 包 双 促 进 等 工 作 作 深 入 交
流。

志愿者们走进南苑新城小
区，通过张贴海报，发放明白纸、
宣传页等形式，宣传《聊城市文
明行为促进条例》、电子健康卡
应用推广等内容，向小区居民耐
心解读条例内容，讲解文明出
行、文明旅游、文明礼仪、文明交
通、文明社区等行为规范，引导
居民养成良好的文明习惯；讲解
电子健康卡申领与应用，帮助居
民更好地了解和使用电子健康
卡。宣传活动共张贴宣传海报50
余幅，发放明白纸、宣传页1000
余份。

再部署、再强调、再推进

聊城市卫生健康委
全力以赴落实好各项创建任务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王尚磊 通讯员 金增秀 王淑菊 于勇

8月22日，聊城市卫生健康委召开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推进会，传达全市创城迎检工作会议精神，对卫生健康系统文明创建建工作进行再部署、
再强调、再推进。市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任侯森主持会议并讲话。承担实地站点创建工作任务的市直医院、东昌昌府区卫生健康局分管领导、相
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聊城市卫生健康委的志愿者走进小区开展宣传服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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