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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携锦旗致谢民警，背后故事很暖
警车开道护送患儿就医，孩子痊愈家长送来锦旗

本报聊城9月8日讯(记者
李怀磊 通讯员 段其飞)
9月7日上午，两位市民来到

聊城高速交警东昌府大队聊
城执法站南站，当面感谢在危
难之际伸出援手的交警同志，
并专门制作了一面印有“人民
群众的守护神 天下最美的好
警察”的锦旗，送给了聊城执法
站南站负责人杨恩明手中，以
表达内心无限感激之情。

原来，事情发生在9月2日
早9时许，聊城高速交警东昌
府大队聊城执法站南站民警
正在济聊高速聊城收费站执
勤。一辆黑色现代小轿车突然
停在站前。驾驶员急切地向执
勤民警寻求帮助，称自己的车
上拉着的是自己的孩子，因为

服用了农药需要紧急送往聊
城市人民医院进行救治。来不
及多问，民警随即拉响警车警
笛，行驶在前为该车开道，快
速向医院驶去。此时正值车流
量高峰期间，道路上车流量较
大，民警利用警笛以及喊话器
开路，将原本三十分钟的路程

缩短到十几分钟。在保证安全
的前提下，将小女孩送往医院
进行抢救。

目前，经过一段时间治
疗，小女孩已基本痊愈。为感
谢大队民警及辅警的及时救
助，特意制作锦旗送到执法
站，以表达感激之情。

市民携锦旗致谢民警。

本报聊城9月8日讯(记者
李怀磊 通讯员 张京)

为进一步预防事故消除隐患，
确保辖区道路交通秩序持续
安全、稳定、畅通。9月7日晚，
聊城高速交警冠县大队依托
辖区高速公路重点收费站积
极开展酒驾整治统一行动，对
酒驾、醉驾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开展精准打击。

整治行动中，大队根据辖
区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违法行
为发生的规律和特点，经过事
先安排和部署，依托鲁冀省界
检查站设置卡点，在晚间20时
至24时期间开展酒驾整治统
一行动。执法过程中，大队民
警、辅警提前穿戴好单警装
备、反光背心、爆闪肩灯等安
全防护装备，规范使用执法记
录仪、酒精检测仪等执法设
备，文明、规范、合理使用执勤
执法用语，对辖区过往车辆进
行拦截检查。期间，一旦发现
有酒驾嫌疑的，民警将对驾驶
员进行酒精检测，酒精检测数
据被认定确为酒驾行为的，按
照“零容忍”的工作要求对违

法驾驶员进行严处，绝不姑
息。

在现场，为达到更好的整
治酒驾、醉驾交通违法行为的
效果，民警及辅警还对过往的
驾乘人员积极宣传酒驾、醉驾
交通违法行为的严重危害和
违法成本，号召广大驾乘人员
牢固树立“喝酒不开车、开车
不喝酒”的安全理念，并积极

引导和监督身边的亲人朋友
遵章守法、依法文明参与交
通。

通过开展酒驾整治统一
行动，进一步起到了对酒驾、
醉驾交通违法行为的震慑作
用，在净化了辖区道路交通环
境的同时，也确保了辖区道路
交通秩序安全稳定、有序畅
通。

防事故除隐患，“零容忍”严处！

聊城高速交警严查酒驾违法行为

聊城高速交警冠县大队开展酒驾整治统一行动。

2020年是决战决胜脱贫
攻坚收官之年，高唐县坚持
多措并举保增收，抓好项目
促提升，排查问题强基础，靶
心不变、焦点不散，全力抓好
脱贫攻坚各项重点任务落
实，坚决高质量打赢脱贫攻
坚战。

走进梁村镇韩庄村，映入

眼帘的是白墙红瓦，干净整
治，小公园、小广场一应俱全，
处处可见的文明标语更显出
这个小村的文化内涵，而五年
前，这里还是省定贫困村。几
年来，光伏项目、大棚项目、扶
贫车间连续不断地落户这里，
9户13人的贫困户也因此获得
了每年近7000元的保底收入，

摘掉了穷帽子的小村庄也变
得生机勃勃。

2019年，梁村镇深刻挖掘
韩庄村的红色基因，建起了全
县第一个县工委红色党史馆，
扶贫工程让这里变富又变美，
和谐新农村的画卷也在这里
徐徐展开。

(王洪卉 闫振)

靶心不变 焦点不散 高唐县梁村镇夯实稳定脱贫基础

8月份以来，高唐县梁村
镇结合脱贫攻坚实际开展工
作，脱贫质量再上新台阶。

梁村镇不断夯实帮扶主
体责任。坚持党委主责，每周
召开全镇扶贫工作培训会、推
进会，并在全镇成立以科级干
部为成员的扶贫督导专班，分

包到户，督促支部书记、帮扶
责任人、扶贫专干落实好各项
扶贫政策。

梁村镇坚持将规范提升
入户档案管理作为重点，全镇
311户贫困户全部实现“五个
一”；按照政府财政无条件支
持的原则，为全镇所有贫困户

配备了电风扇等电器，为全镇
110余户贫困户改造大门、院
墙、厕所和进行小路硬化，并
帮助部分有条件的贫困户发
展庭院经济；发动全镇165户
符合政策的贫困户参与孝善
扶贫，目前已发放孝善资金
82770元。

高唐县梁村镇：夯实帮扶主体责任 全面推进扶贫“规范提升月”工作

近年来，聊城高新区卫计局根
据扶贫部门的动态调整数据，核实
核准患病贫困人口身份信息和疾病
信息，及时纳入健康扶贫信息系统

管理。做好信息录入及有关信息变
更调整，做到患病贫困人口身份信
息、疾病信息、救治信息、工作进度、
工作成效“五个清楚”。

聊城高新区：建立贫困群众健康扶贫数据库

近年来，聊城高新区聚焦残疾
人脱贫攻坚和小康进程，加强贫困
残疾人基本民生保障，扎实推进该
方面脱贫攻坚工作取得实效。

“送服务上门”是聊城高新区
残联近年来的工作常态。高新区残
联协同高新区中心医院的鉴定专
家到一些有残疾老人的贫困户家
里了解情况，并告诉监护人今后能
享受哪些惠残政策及如何申请，通
过这种延伸服务，让百姓没有难
言，让办证没有盲点。

2020年高新区在聊城市率先完

成了残疾人“两项补贴”，无障碍改
造、家庭签约医生全覆盖工作，把
助残服务延伸到残疾百姓的日常
生活中，切实提高了残疾家庭的生
活品质。

截至目前，全区863名建档立卡
贫困残疾人已全部脱贫，563名贫困
重度残疾人持续受益，真正实现了

“三个清零”(问题清零、任务清零、
办证盲点清零)，“四个到位”(政策
宣传到位、信息共享到位、动态管
理到位、资金发放到位)的工作目
标。

聊城高新区：精准施策助力贫困残疾人脱贫

今年以来，聊城高新区按照
“村基础、户为主”原则，通过“大起
底、大排查”，全面排查可提高贫
困群众可提高收入的空间和余
地。对有劳动能力但未就业建档
立卡贫困劳动力开展“敲门式”服
务，将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就业岗
位、职业指导等送到贫困劳动力
手中 ,确保不漏一人。面向全区
辖区内所有行政村 (社区 )，按照

“一村(社区)一岗位”原则，发布了

招聘临时性公益岗位公告，重点
用于贫困劳动力。截至目前，在公
益性岗位上，已审核通过并签到
劳动合同的贫困人员15人。为消
除疫情影响，鼓励企业复工复产
优先招用贫困户，各项优惠政策
向扶贫企业倾斜，该联动机制使
得政企贫困群众多方收益，实现

“企业+就业”良性循环。截至目
前，全区参与务工的贫困群众为
316人，比去年略有增加。

聊城高新区：加大就业扶贫力度

近期，聊城开发区蒋官屯街道
办事处持续开展走访贫困户活动，
对照“两不愁三保障”要求，看贫困
群众衣食住行及健康、住房、饮水
等情况；围绕稳定增收，看贫困户
的家庭收入、脱贫途径、产业发展

状况等脱贫致富渠道；面对面向贫
困群众解释危房改造、大病救助、
低保、特困、产业发展等群众关心
的扶贫政策；仔细核查工作短板，
发现问题，立行立改，做实做细基
础工作。

聊城开发区蒋官屯扎实开展入户走访贫困户活动

脱贫攻坚的道路上，一个不能
少。为进一步夯实精准脱贫成效，
巩固提升脱贫基础。近日，聊城开
发区广平镇以社区为单位，选拔12
名业务骨干，2人为一个检查组，对
全镇扶贫帮包工作进行入户自查。

经过两天的走访入户核实，走访400
多户贫困户，从脱贫质量、有关政
策落实、规范提升3个方面，对帮包
人责任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进一
步查缺补漏，问题整改，工作基础
更加扎实。 (王圆圆)

聊城开发区广平镇开展2020年扶贫工作验收自查

近日，广平镇再次召开扶贫工
作会议，强调要盯住脱贫基本要求
和核心指标，确保广平镇扶贫工作
不出任何问题。会后印发了《入户
检查清单》，要求全体帮扶责任人
逐项对照落实。会议强调要重点围
绕“两不愁三保障”中的突出问题，
从民生小处着手，精准施策定向发
力，确保“两不愁三保障”落细落

地。要紧紧围绕脱贫核心指标、行
业扶贫政策落实、扶贫项目资金抓
整改，确保各项整改任务落到实
处。用好自查评估这根“指挥棒”，
系统总结工作成效，全面解决自查
中发现的问题，持续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重视各级检查以及各地检查
出现的问题，举一反三，防止问题
以新形式新情况在广平镇发生。

聊城开发区广平镇编密织牢扶贫保障网

8月28日，临清市戴湾镇孔庄村
金梦工艺品专业合作社参加了第
四届中华老字号(山东)博览会，本
届老字号博览会以“老字号新国
潮”为主题，旨在鼓励老字号把握
新国潮风口，开拓年轻人市场。

山东省商务厅派驻孔庄村第
一书记贾庆华介绍说：“驻村以来，
我们充分挖掘当地绳编结艺文化，

成立了由村党支部领办的专业合
作社，通过党支部引领规范合作社
运行，辐射带动了周边30个村共同
加工，部分产品远销日本、韩国、西
班牙等地，村民和集体都取得了收
益。”“孔庄结艺”系山东省商务厅
第一书记与戴湾镇政府共同帮扶
的集体产业项目。

(张博)

党建引领促发展 脱贫致富中国结

“大娘，您的血压有点高，降压
药一定要按时吃，平时注意饮食低
盐低脂。”近日，高唐县梁村镇卫生
院的家庭医生团队走进贫困户家
中，对贫困户身体状况等基础信息
进行详细调查，对慢病患者进行访
视、用药指导。

该镇家庭医生团队每月入户

随访，做好贫困人口健康评估和记
录，让贫困户了解国家健康扶贫的
惠民政策，为贫困户提供专业的健
康评估与指导，提高了贫困人口对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满意度和知
晓率，推动健康扶贫工作落实落
细。

(刘桐 徐明)

高唐县梁村镇：家庭医生入户随访暖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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