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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第一届“健康达人”有奖竞赛启动
居民关注“聊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微信公众号即可参赛

本报聊城9月8日讯(记者 王
尚磊 通讯员 张蕾 钱兆璐)

9月7日，聊城市第一届“健康达
人”有奖知识竞赛启动仪式在市
疾控中心举行。此次竞赛的目的
是培育全市居民“每个人是自己
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和“爱卫生爱
健康就是爱家人爱国家”的健康
理念，激励居民主动学习健康知
识，提升全民健康素养，普及健康
生活方式，以期早日实现让群众
不得病、少得病、晚得病的聊城健
康梦。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薛兆立出
席仪式并致辞，市卫健委党组书

记、主任魏天山出席仪式并讲话。
市广播电视台、市教体局及驻聊
高校和职业学校领导出席仪式。
仪式由市疾控中心党委书记、主
任姜祥坤主持。中心领导班子、中
层干部，各县(市、区)疾控中心分
管主任及健康教育负责人，各主
流媒体记者参加仪式。

薛兆立在致辞中说，随着经
济社会发展,健康越来越成为影
响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
重要因素。聊城市第一届“健康达
人”有奖知识竞赛以赛促学，激励
聊城市居民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形
势下，主动学习健康知识，提高健

康知识知晓率、健康行为形成率，
必将营造出“人人共建人人共享、
人人具备健康素养、人人养成健
康行为、人人参加健康活动、人人
享有健康服务”的良好氛围。

魏天山在讲话中指出，聊城
市第一届“健康达人”知识竞赛是
紧密围绕健康山东、健康聊城战
略部署，贯彻落实健康知识普及
行动以及全市卫生健康行业服务
能力提升专项行动要求，提升全
民健康素养水平和疾控机构健康
教育服务能力的一次创新性举
措。他要求，全市疾控机构进一步
提升健康教育服务能力、服务水

平和服务质量，增强健康教育工
作的针对性、可及性、便民性，努
力提高社会群众满意度，为健康
聊城建设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此次竞赛内容涉及与疾控中
心职能相关的各类传染病、慢性
病、地方病防控知识，卫生应急、
免疫规划、消毒与病媒生物、食品
与营养等科普知识。竞赛包括选
拔阶段和决赛阶段，选拔阶段每
月设置10名优胜奖，颁发运动手
环；决赛阶段决出一等奖1名，奖
金二万元；二等奖2名，每人奖金
五千元；三等奖7名，每人奖金一
千元。居民通过“聊城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微信公众号即可参赛。

扫码即可参赛

为了进一步关爱老年人身
体健康，普及老年人眼健康保
健知识，9月5日，聊城华厦眼科
医院举行了一场特别的公益讲
座，为老年朋友奉上了一场“关
爱老人视力 清晰世界享天
伦”白内障公益健康讲座，进一
步增强了老年人群的眼疾防治
意识，让他们了解到了更多的
眼保健知识。

讲座现场，聊城华厦眼科
医院业务院长于瑞云带来了一
场精彩生动的白内障眼健康知
识讲座。在讲解中，他为大家科
普了什么是白内障、白内障的
治疗、晶体选择以及术后护理
等相关知识，深入浅出地做了
关于白内障全方面的讲解，获
得了大家热烈欢迎。他还与大
家分享了老年常见眼病的相关
注意事项，积极为老年性白内
障的朋友患者答疑解惑，指导
生活中如何保护眼睛的相关建
议。

在讲堂现场，每一位老人
听得聚精会神，收获满满。活动

期间，华厦眼科医院医务人员
还为新老患者提供检查并做出
了详细的说明，工作人员通过
检查发现，一些老人术后的视
力恢复效果都达到了较高的水
准。

通过此次活动，既丰富了
老年人的眼健康保健知识，也

提高了老人预防眼部疾病、
注重眼健康的意识。聊城华
厦眼科医院将长期开展老年
性眼病的公益讲座等活动，
广泛宣传眼保健和防盲治盲
知识，指导老年人合理科学
用眼，保护视力，享受清晰的
晚年生活。

关爱老人眼健康 科普白内障知识
聊城华厦眼科医院公益讲堂圆满举行

医务人员为新老患者提供眼部检查。

“一有不舒服，就给家庭医
生打电话，万一生了病，去卫生
院看病也花不了多少钱。”这是
在聊城高新区许营镇健康扶贫
对象口中常常听到的一段话。

走进许营镇卫生院辖区的
贫困患者家中，每到一户，敲开

家门，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悬挂
在显眼位置的一块牌子：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牌，这块牌子上有着
许营镇卫生院签约家庭医生的
照片与电话，一个个电话架起了
贫困患者与家庭医生之间的桥
梁。从挂上这些牌子开始，家庭

医生团队定期为贫困患者电话
中答疑解惑，宣传健康扶贫政
策，发现问题及时上门帮扶。“不
是在接听贫困患者的电话咨询，
就是在去村里随访的路上。”成
为了该卫生院4个家庭医生团
队、16名医生的工作常态。

聊城高新区：架起贫困患者与家庭医生间的桥梁

“大爷，你这张照片照得
好，怎么看也不像80岁的人。”7
月4日，聊城高新区许营镇曹庄村
颐康家园活动室里传来阵阵笑声。
走进一看，聊城蒲心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的负责人苏金生和社工们一边
给老人分发照片，一边与他们说笑。

“自‘小曹益家园’活动开
展以来，我们与曹庄村的爷爷
奶奶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老

人会算着日子盼着我们来。”苏
金生说。今年3月份，颐康家园
农村社区幸福院互助养老项目
入选省级社会工作脱贫示范项
目，是全市唯一入选项目。

聊城高新区许营镇：幸福院里的幸福图景

近日，聊城开发区广平镇
高标准、严要求扎实推进脱贫
攻坚“规范提升月”工作。殷马
村积极安排青年组志愿者深入

困难家庭走访调研，始终坚持
一线工作法，结合实际情况，组
织召开了全体干部及党员扶贫
会议，村青年志愿者们积极参

与，除了在物资帮扶以外，更注
重精神帮扶，做好思想引导、做
好双提升工作，积极发挥青年
志愿者人才和资源上的优势。

聊城开发区广平镇殷马村青年志愿者:青春在扶贫一线绽放光彩

“把贫困户所有的证件和其
他资料彩印后装订成册，放进这
个爱心包中，上级来检查时更加
一目了然，能更快地掌握贫困户
的情况。”在聊城开发区广平镇
颜庄村贫困户颜京堂的家中，望
着墙上粘贴整齐的明示栏、家庭

医生走访记录和脱贫爱心包，帮包
干部赵乐乐神采飞扬地说。为彻底
打赢脱贫攻坚战，在年终考核时交
出一份满意的答卷，广平镇党委政
府高度重视，多次召开脱贫攻坚工
作专项会议，严格推动扶贫工作，
帮包干部不惧繁琐，认真整理贫困

户的档案资料，走访时不放过任何
一个可能出现问题的细节。广平镇
组织各社区的扶贫业务精英交换
社区，分别开展督导工作，提高标
准，进行自查，以“锱铢必较”的态
度对待扶贫工作，确保扶贫领域
问题零发生。

聊城开发区广平镇持续发力确保扶贫问题见底清零

近日，聊城开发区东城街
道召开脱贫攻坚工作部署会
议，会议指出，各社区、各帮包
干部要始终绷紧弦，紧扣“两
不愁三保障”脱贫标准，聚焦

短板弱项，动员一切可以动员
的力量，瞄准突出问题和薄弱
环节，及时查缺补漏，加快补
齐短板弱项，落实好各项扶贫
政策，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

战。会议强调，所有帮包干部
和扶贫专干要再次入户全面
摸排，认真查找贫困户存在的
漏洞缺项，然后一项一项整改
清零，一户一户对账销号。

聊城开发区东城街道召开脱贫攻坚工作部署会议

3月份起，由聊城高新区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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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巩固扶贫工作成效，
做好脱贫攻坚规范提升工作，临清
戴湾镇狠抓脱贫攻坚档案资料规
范化建设，深挖自身存在问题。近
期，戴湾镇利用周末，开展扶贫档
案资料自查自纠工作，对全镇895户
建档立卡贫困户档案资料规范提
升进行逐一审核，以实现问题销号
清零。

8月30日、31日连续两天组织召
开"脱贫攻坚规范提升工作推进会
"，对扶贫材料专项整治工作进一
步进行了安排部署。

此次材料提升整理工作严格
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对
所有的档案资料逐一进行核对，查
漏补缺，整理归档，以统一标准规
范化进行整理。 (张博)

临清市戴湾镇开展扶贫档案资料自查自纠工作

2016年以来，高唐县梁村镇持
续加大财政投入，先后发展了19个
产业扶贫项目，截至目前，共发放
收益金142 . 2万余元，惠及全镇所有
贫困人口。

2017年，梁村镇投资220万元，
集中建设22个扶贫大棚，年租金收
益达11万元，分配给8个省定贫困村
的贫困户。扶贫大棚不仅可帮助贫
困户脱贫，也促进了全镇的种植结

构调整。2018年，北镇村申请了10万
元集体增收项目资金，成立专业合
作社生产石磨面粉，并吸纳村内贫
困群众就业，为贫困户带来稳定收
入。2019年，该镇投资200 . 16万元发
展扶贫加工基地项目，目前已发放
15万元收益。2020年，该镇又投资
220万元发展光伏发电项目，并网发
电后年收益可达14万元左右。

(路子强 李国良 胡袁同晶)

高唐县梁村镇：19个产业项目为扶贫“造血”

“俺在大棚里干8个小时，能挣
80元！”9月4日上午，忙着在村蔬菜
种植大户大棚里管理西红柿幼苗
的高唐县固河镇李集村贫困户李
风庭高兴地说。

李风庭在大棚里管理西红柿
是去年通过“菜单”点的“菜”，如今
对李风庭来说，这道“菜”还真的不
错，从去年9月份到现在，李风庭一
个人就挣了1 . 6万元，可他没有投一
分钱的本。

政府下“厨”贫困户点“菜”，是
固河镇近年来创新推出的精准扶
贫模式，简单说，就是按照贫困户
的实际，列出群众可发展、能致富
的各种产业模式，以及相应的扶持
政策，制作成“菜单”，由贫困户自
主选择，政府配好“菜”，贫困户点

“菜”后，再由扶贫干部“上菜”，指
导帮助贫困户发展产业，实现脱贫
致富。

(郭洪广)

高唐县固河镇：“菜单式”扶贫为贫困户端上“可口菜”

9月5日，高唐县人和街道办事
处贫困户帮扶责任人，利用双休日，
继续奋战在脱贫攻坚第一线，以“三
予”工作法，全面助力规范提升。

针对身体健全者，给予劳动机
会，以求自力更生；针对残疾智衰
者，给予服务定制，以求共享红利；
针对家有学子者，给予自强之勉，
以求前程似锦。“‘三予’工作法是

人和街道脱贫攻坚规范提升的创
新工作之法，帮扶责任人的责任感
更加强烈，帮扶措施更加到位，帮
扶理念更加科学，带着爱心和善心
进行帮扶，既扶志又扶智，让每一
户贫困户都能感受到党的关心，享
受到政策的红利。”街道扶贫办主
任陈洪霞为“三予”工作法给出了
明确定义。

扶贫“三予” 不舍公休

挂失声明
丢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一张，声明作废。合格

证 上 所 载 信 息 如 下 ；车 辆 型 号 ：C A 7 1 6 6 M T E 6 ；车 架 号 ：
LFP83APC7L1D39078；发动机号：CA4GB16-11041347；生产日期：2020年6月
16日；合格证编号：WAA05R09LA17689；印刷流水号：6101333，特此声明。

挂失声明
聊城市经济发展促进会，银行开户许可证编号：451000951442 不慎

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挂失声明
朱兴龙将聊城交运集团汽车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的续保押金单

据丢失，凭证号码：0011656，声明作废，因此产生的一切经济纠纷由本人
承担。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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