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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 记 者 上 壹 点

特刊

聊城高新区立足“云上
高新”这一载体，积极动员

“两新”党组织面向贫困家
庭劳动力提供实习岗位，为
有条件有意愿的贫困人员搭
建平台，开通就业帮扶“直
通车”，帮助农村剩余劳动
力就近实现转移就业。高新

区将2020年“春风行动”、“送
岗下乡”、“就业援助”现场
招聘会改为线上招聘，打造

“就业服务不打烊、网上招
聘不停歇”的线上公共就业
服 务 。截 至 目 前 ，“ 云 上 高
新”已为361家企业发布招聘
岗位7 5 0 2个，达成就业意向

8 0 0余人次。同时，高新区鼓
励“两新”党组织开展职业
技能培训，组织专业技术人
员开展“线上+线下”的“双
线”培训咨询会，免费传授
技术，带动部分贫困户创业
致 富 ，解 决 贫 困 户 就 业 问
题，实现就业帮扶增收。

聊城高新区：搭建平台，开通就业扶贫“直通车”

为全面彻底解决农村饮
水不安全问题 ,打赢农村饮水
安全攻坚战,助力脱贫攻坚，近
年来，聊城高新区按照省、市
时间节点要求，投资3000余万

元，分批实施了许营镇村内管
网工程、许营镇供水主管网工
程，改造许营镇31个村村内饮
水管网，建设集中水表井2600
多座，建设供水主管网46公里

铺设安装入户管道625公里。
下一步，为进一步提升农村供
水服务水平，高新区将建设县
级农村供水公司及检测中心，
目前该项目正在筹备中。

聊城高新区：强化措施精准发力，全面打好农村饮水安全攻坚战

阳谷县大布乡高度重视
扶贫问题整改工作，通过扶贫
问题整改，确保问题“清零”，
巩固脱贫质量。

在为做好扶贫问题整改
工作，大布乡党委、政府对照

《建档立卡户问卷调查表》，要
求所有帮扶干部针对对贫困家
庭政策落实、双提升、卫生等方
面，逐户走访，认真了解真实情
况，对查摆问题拍照留痕，点出
问题核心，并结合行业部门的

意见建议汇总反馈，确保每条
问题都能从根上解决。同时，了
解贫困群众对“扶贫扶智、扶
志”想法，完善工作方法，确保
能对症下药，拔出穷根，树立信
心，巩固脱贫质量。 (国瑞)

阳谷大布：确保问题“清零” 巩固脱贫质量

近年来，广平中心卫生
院高度重视健康扶贫工作，
加大财政投入，全面提升医
疗卫生服务水平，实现“小病
不出村、常见病不出乡”，全

面落实各项报销政策，让贫
困户看得起病、看得好病。同
时，深入开展深化服务送健
康、助力三夏促生产活动，活
动义诊贫困群众410人，发放

宣传材料1 2 0 0份，入户随访
843人，走访慰问贫困412户，
对健康扶贫保健箱药品进行
了补充，受到了贫困群众的
一致好评。

聊城开发区广平中心卫生院做好健康扶贫工作

今年，聊城开发区蒋官屯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按照
上级要求，积极每位贫困群众
注册电子健康卡并告知如何
使用。中心立即召开家庭医生
团队会议，安排部署家庭医生

团队相结合，入户帮助贫困群
众注册电子健康卡，对于使用
老人机的贫困户，家医团队将
他们的电子健康卡打印出来，
告知他们就医时可以带着，同
时对于未完成随访的及时随

访，并将随访及时录入系统。
中心完成642名贫困群众电子
健康卡注册并打印出纸质版
交到贫困群众手中，完成辖区
内642名贫困群众的随访及录
入工作。

聊城开发区蒋官屯街道做好贫困群众注册电子健康卡工作

为切实改善农村贫困户人居
环境，进一步提升贫困户生活质量
和贫困户幸福指数，阳谷县大布乡
经过精心组织，周密安排，狠抓落
实，多举措做好贫困户厕屋改造及
贫困户院内外路面硬化工作。

贫困户厕屋改造中，大布乡党
委、政府要求各管区、各村严格施
工标准，要求贫困户厕屋四周及地
面必须是水泥面，必须有门和顶，

男女厕所有醒目标志。施工期间，
镇城建办严格标准，逐村检查，发
现不合格的重新施工。厕屋改造期
间，城建办工作人员每天下村到贫
困户家中施工现场查看，确保每户
贫困户厕屋改造都达到标准要求。
在圆满完成贫困户厕屋改造的基
础上，按照上级要求，该乡目前又
掀起对贫困户院内外地面硬化及
院墙建设工作高潮。 (国瑞)

阳谷县大布乡：贫困户人居环境再提升

为加强学科建设，促进
教师专业成长，近日，东昌府
区张炉集镇中心小学开展校
本教研活动。该学校教师聚
焦整本教材教学设计与作业

设计等关键问题，通过线上
交流研讨活动，撰写一篇关
于课程标准的研究体会，形
成一次教材分析，完成一个
单元的教学设计，研制一套

综合试卷。本次校本教研活
动进一步提高了全体教师的
教育理念、教学水平和教研
能力。

(李烨)

东昌府区张炉集镇中心小学暑假期间开展校本教研活动

“感谢镇党委、政府，为我们送
来了砂管，修了下水道，要不然，这
次大雨，我们的大棚都会进水减
产！”阳谷石佛镇前睡虎村大棚基
地的承包人刘先生如是说。今年夏
季雨量特别大，石佛村、高庄、陈集
村3个扶贫重点村的扶贫大棚位于
前睡虎村，虽然前面有条河，但隔

着路，水排不出去，针对这种情况，
阳谷县石佛镇党委、政府未雨绸
缪，出资3万元为大棚基地购买了
砂管，修建了南北贯通500米的下水
道，下雨时通过下水道直接排入了
河里，解决了承包户的难题，确保
了扶贫产业效益和贫困户收益。

(楚凤珍)

阳谷县石佛镇全力保障扶贫产业项目正常生产

3月份起，由区扶贫办牵头，抽
调9个部门和4个乡镇(街道)人员组
成脱贫攻坚验收评估专班，结合实
际设置每轮督查指标体系，分批次
分重点有序开展脱贫攻坚成效明查
工作。同时，委托第三方机构采取专

项调查、抽样调查和实地核查等方
式，开展脱贫攻坚成效暗访工作。通
过明查和暗访相结合，排查政策落
实，确保脱贫任务清零；排查存在问
题，确保整改任务清零；排查长效机
制，确保漏点短板清零。

聊城高新区：开展持续性明查暗访

为全面助力贫困残疾人稳定
脱贫不返贫，近日，聊城开发区在
贫困残疾人摸底调查、重度残疾人
家庭无障碍改造、精准康复三方面
实施“清零”，确保全覆盖，切实增
强了残疾人幸福感。与扶贫和乡镇
街道密切配合对建档建档立卡贫
困残疾人摸实底全覆盖，全面了解
贫困残疾人真实需求和政策落实；

搞好扶贫政策全到位，对建档立卡
重度残疾人家庭实施无障碍改造，
符合条件的达到全覆盖，切实解决
了他们的“出门难、入厕难、洗澡
难”等基本生活问题，提高了他们
的生活质量；为建档立卡贫困残疾
人提供了精准康复辅助器具配发，
减轻了他们的经济负担，让他们切
实感受到温暖。

聊城开发区增强贫困残疾人幸福感

公 告
坐落于山东省东阿胶街昌隆新天地7号住宅楼4单元1层东户，房屋所有权人

为汤玉琪、孙爱民，房产证号为东阿房权证铜城字第19210-1号、19210-2号，因本人
保管不善房产证丢失，特此公告！公示期为15个工作日，公示期满后将自动办理汤
玉琪、孙爱民不动产登记手续，如有异议请于公示期内至东阿县政务服务中心二
楼不动产登记中心提出，电话号码：0635-6059110

文明始于心 践于行
——— 创建文明城市，聊城市疾控中心在行动

为全面推进文明城市创建工
作，确保创建任务落到实处，聊
城市疾控中心积极行动，做好

“四个结合”，明确任务，精细分
工，抓住重点，建立长效机制，市
疾控中心全体干部职工积极投
入到聊城市文明城市创建活动
中，党员干部率先垂范，争做创
城先锋。

与单位文明创建结合，浓厚
创建氛围。把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纳入中心文明创建工作，积极开
展《聊城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学习宣贯，设置文明创建公益宣
传广告、餐厅设置一米线、发布
文明城市创建倡议书等在中心
内部浓厚创建氛围。

与帮包社区密切结合，了解
社区需求。中心与帮包的兴业社
区密切结合，通过座谈会、调研
等方式深入社区，根据社区实际
情况，协助社区开展文明城市创
建工作。

与志愿者服务活动结合，助
力清洁社区。为积极配合“全国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进一步净
化社区环境卫生，美化街容街
貌，提升社区文明形象，中心志
愿者迅速行动，集中开展了“创
建文明城市 营造美丽环境”卫
生清理志愿服务活动。志愿者们
分工划区，对街道上的垃圾进行
捡拾分类，不放过一点一滴，为
辖区居民做出表率，鼓励大家积
极参与到“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行动中来。为确保长效，中心志
愿者开展定期巡查，确保每天有
志愿者在社区的背街小巷、“五

小门店”进行巡查，随手捡垃圾
的“红马甲”成了社区一道靓丽
的风景，促使辖区内的居民自觉
爱护环境卫生。

与中心业务工作结合，着力
宣传健康、文明知识。突出疾控
优势，为辖区居民送去健康，集
中开展了新冠肺炎病毒预防、文明
促进条例、食品营养、慢性病、职业
病、老年人健康等主题宣传宣讲活
动，累计发放宣传资料一千余份，
还为辖区内居民免费测量血压和
血糖，通过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
康服务，提升公民全生命周期健康
水平，使“保基本、强基层、促健康”
这一理念深入人心。

中心下一步将积极联系结
对帮扶社区，了解社区的需求和
困难，开展形式多样的对结服务
活动，实现中心与社区的共同进
步，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添砖加
瓦。

社区新增创城宣传展板。

市疾控中心志愿服务队。

进社区开展老年健康教育知识宣传。 开展卫生清理志愿服务活动，净化社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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