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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关注

近日，乐陵市化楼镇
举办“美丽化楼、你我同
行，聚力攻坚、乡村振兴”
知识竞赛活动，由管区和
科室站所工作人员组建的
12支代表队进行参赛。

举办本次知识竞赛活
动，是为全面落实上级各
项重点工作部署要求，进
一步增强全体干部推进各
项攻坚任务的紧迫感和责
任感，转变工作作风，力促
实现“强党建引领，抓廉政
建设，促脱贫攻坚，创文明

村镇，助乡村振兴”。
此次知识竞赛的举

办，收到了“以赛促宣、以
赛促学、以赛促用”的积
极效果，营造出化楼镇业
务知识大学习的浓厚氛
围，有助于打造出作风硬
朗、素质过硬的党员干部
队伍，全面营造实干争先
的浓厚干事氛围，汇聚起
决战决胜各项重点工作
任务的强大信心和磅礴
力量！

(贾莹莹)

乐陵市化楼镇

举办知识竞赛 提能力显担当
农行山东省德州分行营业部

以党建为统领，多渠道做好扶贫
工作，取得良好效果，为扶贫做出
了应有的贡献，获得社会好评。

该部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增强扶贫
工作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
感，全方位、多举措做好金融扶
贫工作的落实。

积极联系购买和帮助购买扶
贫产品。该部积极主动购买扶贫
产品，例如喀什地区的多味花生、
小米、大米等，鼓励和动员党员积
极购买，辖属22名党员购买15700
元的扶贫产品。同时，该部积极帮

助销售贫困地区的扶贫产品，先
后与两家企业达成协议，分批购
买咯什、饶阳地区的红枣、面粉等
扶贫产品9万余元。

积极走访扶贫办，支持扶贫
户脱贫致富。该部与扶贫办工作
人员接洽扶贫事宜，听取扶贫办
对农行扶贫工作的意见建议，并
积极协调，对建档的贫困户予以
贷款支持，发放贷款17 . 6万元帮
助其脱贫致富。

慰问帮扶敬老院贫困人员。
该部结合主题党日活动的开展，
组织党员到敬老院，为在敬老院
居住的四个贫困户送去米面油

等，并进行了现场慰问，了解生
活情况，进行心理安慰，鼓舞贫
困人员乐观面对生活的勇气，得
到了敬老院领导和贫困户的赞
许和好评。

通过与企业结对共同帮扶方
式进行扶贫。该部主动联系并推
动农行与某有限公司达成结对
帮扶共识，共同扶持小学贫困生
家庭，通过捐资助学以及捐赠
米、面、油、羽绒服等物品，积极
帮助贫困家庭解决困难，得到了
学校领导和学生家长及帮扶学生
的一致好评，为农行增光添彩。

(宫玉河 王学峰)

农行德州分行营业部多渠道助力扶贫

9月3日上午，德
州市2020年度“我和
你·心连心”残疾大学
生励志助学金发放仪
式在德州市会展中心
举行。来自宁津县的
段婷婷作为硕士研究
生代表进行了发言，
她是德州学院的本科
毕业生，今年她被武
汉科技大学录取，成
为了一名研究生。

段婷婷生活在一
个困难的家庭，母亲
没有工作，常年在家
照顾患有脑梗的外
婆，家里的唯一收入
就是父亲打工挣钱。

“我患有先天性的双
腿胯关节脱位疾病，
已经做过两次手术，
为了给我治病，花光
了所有积蓄，还借了
外债。”段婷婷告诉记
者，这些年来，生活的
重担沉重地压在父亲
的身上，无论是寒冬
酷暑，还是刮风下雨，
父亲每天都要起早贪
黑、忙忙碌碌，从没有
停歇过。段婷婷看在
眼里，疼在心里。无数
次想为他们减轻负
担，但是父母只想让
她好好学习，“我只能
用学习成绩来回报他
们，每次的好成绩都
成了父母最大的抚
慰。父母的嘱咐，也让
我不断再接再励，勇
攀高峰。”

接到记者电话的
时候，段婷婷的母亲
正在修房顶。“家里的
房顶漏了，我和几个
工人正在修。“在母亲
段女士的眼里，女儿
是一个内向、努力的
孩子。”可能因为身体
不是很好，她很内向，

平时就是听听音乐放
松一下心情。她很懂
事，平时经常帮我做
家务，虽然做饭做的
不是很好。“段女士
笑着说，段婷婷经常
说的一句话就是：你
们不容易，我要好好
学习。

2016年段婷婷考
上了大学，2019年她
准备考研，然而不幸
再一次降临了这个家
庭，父亲因为过度劳
累摔伤了腿，她一度
有了放弃的打算。“孩
子，爸爸累点苦点，不
算什么，只要你努力
学习，将来能回报社
会，就是对我最大的
孝顺。”父亲的一句话
让她改变了想法。

功夫不负有心
人，2020年，段婷婷收
到了武汉科技大学的
录取通知书。面对高
额的学费，一家人陷
入了无助和彷徨，就
在全家人一筹莫展的
时候，“我和你·心连
心”残疾大学生励志
助学金再次给予了
她救助。“残联领导
帮助我申请了助学
金，再次帮我闯过难
关，使我顺利地成为
了一名研究生，给了
我继续深造的机会。”
段婷婷说。

在发言中，段婷
婷讲到，她会怀着一
颗感恩的心，更加努
力，一路向前冲！“我
想要读博士，然后去
大学里当老师。”段婷
婷告诉记者，她也很
感谢父母，这些年为
了供她读书，父母很
辛苦，她会更加努力，
不辜负父母的期望。

47名残疾大学生收到励志助学金
本科6000元研究生8000元，一次性补助

本报德州9月3日讯(记者 李梦
晴 见习记者 马雪平) 9月3日上
午，德州市2020年度“我和你·心连
心”残疾大学生励志助学金发放仪式
在德州市会展中心举行。截至目前，
2020年德州市共有47名新考取的残
疾大学生申请励志助学金。

发放仪式上，残疾大学生本科、
硕士研究生代表依次上台发言。今年
以604分的成绩考入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的李延铮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
情，她说：“今天，像我一样，有很多
困难家庭的孩子受到资助，圆了大
学梦，未来，我将怀着一颗感恩的
心，用知识武装自己，用成绩回馈
关爱，用真情回报社会，用行动报
效祖国。”

德州市人大副主任陈璞平向同
学们提出三点希望：希望同学们自强
不息、坚定信念；希望同学们努力学
习、早日成才；希望同学们传递爱心、
回报社会。

据悉，德州市残联自2010年开始
实施助学政策，励志助学金2019年进
一步提标，对具有本市户籍并持有

《残疾人证》，当年被全日制普通高
等院校和特殊高等院校录取的大专
以上残疾大学生，按照大专、本科
6000元、硕士研究生8000元、博士研

究生10000元的标准发放一次性补
助，这一举措有效缓解了德州市残
疾人大学生在求学过程中遇到的经
济难题。

这个女孩患先天性疾病

一路向前冲考上研究生

葛 特写

中心城区已完成雨污管网建设80余公里

本报德州9月3日讯(记者 李梦
晴 孙文丽) 9月2日上午，德州市住
房城乡建设局、德州市城管局、德州
市财金公司联合召开中心城区雨污
分流新闻发布会。记者获悉，中心城
区计划建设雨污管网282 . 84公里，
其中，2019年23 . 8 7公里，2020年
134 . 92公里，2021年124 . 05公里，
截至目前，已完成80 . 27公里，其中，
污水管网 5 6 . 1 0 公里，雨水管网
24 . 17公里，完成投资4 . 71亿元。尾水
深度净化厂已完成工程量的40%，完

成投资2 . 12亿元。
雨污分流，是一种排水体制，是

指将雨水和污水分开，各用一条管渠
输送，其中污水通过污水管网收集，
全部输送至污水厂进行达标处理，雨
水经雨水管渠就近排入河道水体。6
月17日，经市政府批复同意，德州市
住建局印发了《德州市中心城区雨污
分流总体实施方案(2019-2021年)》，
按照轻重缓急的原则，分年度、分区
域对中心城区雨污分流工作任务进
行了分解，为市城管局及四区开展城

区雨污分流改造工作提供方案支持。
《方案》计划新建、改造雨污管网
276 . 32公里，新建、改造泵站8座，新
建一级强化污水处理厂1座，总建设
投资概算为20 . 79亿元，分三年实施。
其中，一级强化污水处理厂与污水处
理厂尾水深度净化厂合并建设，计划
总投资5 . 3亿元，“一厂两用”，日常对
中心城区的5座污水处理厂尾水进行
深度净化，作为工业用水和生态补水
水源，雨季处理德城区雨污水，实现
达标排放，设计日处理能力30万吨。

本报德州9月3日讯(记者 李梦
晴 通讯员 马全新 李红霞) 9月
3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从德
州市人社局获悉，2020年德州高校
毕业生专场招聘月户外现场招聘会
第三场，将于9月5日上午在德州职
业技术学院举办。

自8月份德州市启动高校毕业生
招聘月活动以来，市、县共同推进，线
上线下同步开展，线上全天候招聘，
线下小型多场次进行。截至目前，线
上线下服务招聘企业均超过千家，参
与的高校毕业生累计逾1万人次。

据悉，本场招聘会设在德州职业

技术学院操场，计划设立摊位200余
个，其中主办方专门组织了全市57家
新投产的企业前来招聘，为德州市高
校毕业生招聘月活动注入了新的招
聘空间，欢迎有求职意愿的各类人才
前 来 应 招 应 聘 。活 动 服 务 电 话 ：
0534—2347339。

高校毕业生招聘月第三场于明日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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