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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

东昌府区义务教育阶段提前四个月结硕果

55人以上大班额全面消除
本报聊城9月10日讯(记者

张超 通讯员 李令涛) 9月8
日，通过东昌府区教体局和各学
校连续不断地奋战，随着学籍平
台管理工作的收尾，东昌府区义
务教育阶段55人以上大班额全部
消除。

东昌府区教体局立足实际，
制定了《东昌府区教体局关于建
立城镇中小学大班额长效防控机
制工作方案》，全区教育系统深入
贯彻落实方案精神，强化落实责
任，持续加大工作力度，扩充教育
资源、规范招生秩序、分流过大班
额、推动教育均衡，提前四个月完
成了省委省政府关于消除55人以
上大班额的预定目标。

从2017年起，集中实施了解
决城区学校大班额及教育重点项
目三年大会战，先后投入教育资
金39 . 5亿元，安排学校建设项目
150多个，新增教育用地1135亩，
新增建筑面积74 . 67万平米，2020
年再规划新建、改扩建城区学校3
所。同时，持续加大教师招考力
度，遴选社会优秀人才进入教师
队伍。特别是2017年以来，连续四
年大招考，共招录教师2780人，其
中在编教师1277人、聘任制教师
1503人。截至目前，东昌府区共拥
有公办教师8600多人，满足了教
育教学工作的需要。

为促进教育事业健康发展、
社会和谐稳定，进一步破解大班

额问题，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
上，东昌府区认真制定了义务教
育招生政策，通过各类媒体公
开发布，并作为一条“纪律红
线”坚决严格执行。在招生过程
中，东昌府区认真研究对策、制
定方案、每周排名、每天调度。
区教体部门安排精干力量组成
咨询小组，每天接受来电来访
200多人次，对群众的咨询耐心
答复，确保1 0 0%回访，在严格
坚守政策底线的同时，顺利完
成了招生工作，切实维护了教育
公平。

根据全区城区学校现状，充
分利用现有教育资源，为孩子提
供更为优质的教育条件，从2018

年开始，对城区所有存在大班
额和超规模情况的学校，在充
分挖掘内部潜力的前提下，实
行分流政策。通过年级整体分
流、“划片分流，就近入学”、开
放式分流等方式，将超出招生
计划或班额标准的学生分流到
学位相对充足的学校，确保教
育均衡发展。

严格按规定注册和管理学
籍。任何中小学一律不允许中途
随意招收插班生。凡是存在大班
额的年级、班级，无论任何时候，
都不允许招收插班生。每学年开
学后一月内由转入学校申请，经
区教体局批准后方可招收符合转
入条件的插班生。严禁出现人籍

分离、空挂学籍、学籍造假等现
象，严禁为违规转学学生办理学
籍转接手续。

东昌府区全面推进名校带动
工程，实现了城乡学校融合均衡
发展。东昌府区农村学校的办学
条件和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得到
了广大农村学生和家长的广泛认
可，大量进城学生选择回原籍入
学。2020年秋季，全区农村中学新
生录取人数由2018年的1445人跃
升至3696人，增幅达到了156%。
其中，郑家镇中学新生录取人数
由146人增至643人，大张中学由
67人增至264人，张炉集中学由
120人增至230人，八刘中学由89
人增至234人。

本报聊城9月10日讯(记者
王尚磊 通讯员 李兆敏) “摄
像头还需调整下位置，不然这个
位置是死角，视频中看不到。”“这
个视频传输的图像不够清晰，看
看是不是视频传输设备的问题，
及时调换。”日前，聊城市冠县市
场监督管理局对全县中小学食堂
厨房视频监控系统进行了全方位
排查，避免出现监控死角。

“孩子在学校除了学习，吃得
咋样也是家长们最挂心的事。学
校的食堂是怎么管理的？食材和
加工过程是否卫生？之前我们一
无所知，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一

扫学校食堂视频监控二维码就可
以一目了然。”冠县武训实验小学
学生家长李女士介绍说。

冠县是山东省级食品安全先
进县，全县共有2700余家餐饮经
营单位，160家学校食堂。为切实
保障全县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冠县
市场监管局创新餐饮监管工作思
路，探索餐饮监管社会共治新方
法，不断加快信息技术与监管业务
的融合。他们通过改造建设透明玻
璃隔断墙、隔断窗或者安装图像采
集和视频传输设备等形式，打造

“可视化厨房”、“阳光厨房”，使食
品粗加工、切配、烹饪、餐厨废弃物

管理、菜品留样等重点环节以及备
餐、分餐场所等重点场所直观可
视，保证食材健康、配送卫生，让厨
房生产环节纳入公众监督，加速了
食品安全信息化建设。

“视频厨房让餐饮经营者的
后厨操作全程暴露在阳光下，每
家餐饮户的后厨都有其专有的二
维码，二维码在店内显著位置张
贴，消费者只需扫一扫就可以看
到后厨整体情况。”冠县市场监管
局餐饮科李健洲介绍说。

针对学校餐饮安全，当地将
全县160所学校食堂纳入到信息
化监管服务平台，100%实现“视

频厨房”。同时，出台了《市场监管
人员学校食堂陪餐制度》、《学校
食堂菜品质量评分制度》以及“培
育示范点观摩带动”的创新举措，
极大地调动起学校食堂落实食品
安全第一责任的积极性。“我们的
学校食堂360度无死角，员工们更
加自律，食材采购与验收、餐具消
毒、食材加工等环节都必须做到
全程规范化操作，才有底气把厨
房亮出来让家长监督。”冠县武训
实验小学副校长翟凤介绍说。

冠县工业路是当地的美食
街，街上的45家经营单位全部实现
了明厨亮灶。“透过这个屏幕，我们

能看到自己点的饭菜从原料到出
锅的全过程，这种阳光厨房让我们
吃得更放心！”在冠县工业路千禧
龙酒店大厅内就餐的张猛说。

“阳光视频厨房的建设，让原
来的餐饮经营单位的后厨由封闭
式变成了开放式，这就倒逼餐饮
企业全面提升餐饮质量和加工过
程的规范操作水平，促使企业主
动接受社会监督，变压力为动
力。”冠县市场监管局局长李振兴
介绍说，目前，视频监控平台正在
进一步升级，将更多的餐饮经营
单位纳入进来，筑牢食品安全防
线，确保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随时可查！聊城推行“可视化后厨”
将厨房生产环节纳入公众监督，让百姓吃得更放心

今年以来，聊城开发区物
流园区结合庭院建设、危房改
造等相关政策，在辖区范围内
开展“一户一策”双提升活动，
立足贫困户居住环境，按照

“分管领导+扶贫办+帮扶责任
人+村扶贫专干”的工作模式，
制订了差异化居住环境改善
提升方案，齐心协力帮助贫困
户改善居住环境和生活条件，

使他们在“两不愁、三保障”的
基础上，进一步达到门前净、
庭院净、室内净、厨房净、厕所
净、个人卫生净和居住、生活
硬件条件改善的标准。

聊城开发区物流园区扎实做好贫困户双提升工作

2020年8月份是脱贫攻坚
工作“规范提升月”，聊城开发
区北城街道办事处扎实开展

“规范提升月”各项工作，进一
步夯实脱贫攻坚成效。办事处
各部门抽调业务能力较强的
13名工作人员，成立了“规范

提升月”工作督导组，分成三
个小组，在8月份，集中对辖区
6个社区345户贫困户进行了督
导，将发现的问题第一时间反
馈给包户责任人，随时发现随
时整改。专班人员分包辖区内
所有贫困户，每天巡视，针对

住房安全、环境卫生、档案资
料等方面进行重点督查，同时
及时发现贫困群众中反映的
问题，及时予以反馈和解决，
将自我检查、自我督导形成为
长效机制。

(尹霓)

聊城开发区北城：加强自我督导提升脱贫成效

为全面落实贫困群众基
本医疗保障，保证医保系统各
项扶贫政策落到实处，聊城高
新区顾官屯镇开展贫困户慢
性病筛查工作，对符合办理门
诊慢性病条件的贫困群众集
中办理门诊慢性病。

针对贫困户群众对慢性
病备案政策不了解、身体状况
是否符合办理条件等问题，医
疗队轮流在各村村委会设立
问诊服务台 ,对前来申请办理
的贫困群众进行健康检查 ,并
对符合办理条件的贫困群众

现场登记信息，同时对不符合
办理条件的出具不符合办理
证明。

活动共历时2天，通过全
面排查，为49名贫困群众办理
了门诊慢性病备案，全镇实现
备案门诊慢性病全覆盖。

聊城高新区顾官屯镇：贫困群众基本医疗有保障

围绕党建带扶贫、扶贫促
党建，聊城高新区顾官屯镇在
辖区打响“民心路”党建品牌，
顾官屯镇党委成员率先垂范，
带动164名机关干部，与贫困
群众结成对子，每月数次入户
走访帮扶，逐户落实扶贫政

策。支部共建促增收，驻地企
业鲁西集团8个下属企业党支
部与该镇黄河滩区扶贫开发8
个村级党支部联合开展“1+1”
好支部共建行动，通过讲政
策、传技术、上项目等措施，帮
助贫困群众脱贫。

同时，顾官屯镇发挥 5 2
个村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
2 8 1名农村党员干部联系贫
困群众，实现生活水平、居住
环境“双提升”，架起了党委
政 府 和 贫 困 群 众 的“ 连 心
桥”。

聊城高新区顾官屯镇着力打造“党建+扶贫”品牌

加快推进“多村一社区”
体制改革。坚持“规划先行、
稳步推进、示范带动”的原
则，高标准规划实施“多村一
社区”乡村示范片区项目，让
社区成为农民群众安居乐业
的新家园。同时，社工帮扶贫

困家庭建设“微家园”，积极
发挥新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
作用，创造性地将社工组织引
入扶贫，在聊城高新区许营镇
曹庄村“颐康家园”形成了以
社区为平台，以社会组织为载
体、以社工人才为支撑、以社

会志愿者为依托的“四社联
动”扶贫模式，利用社工人才
专业的知识技能参与扶贫工
作和公共服务，让贫困群众切
实感受到社会各届的关心爱
护，有效提升了他们的获得
感。

聊城高新区：实施“大社区+微家园”工程，提升贫困群众获得感

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阳谷县
侨润街道党工委以强化纪律建设
为抓手，持续开展扶贫领域作风建
设专项整治行动，以作风建设推动
脱贫攻坚工作深入开展。

强化扶贫知识测试。为检验党
员干部扶贫工作开展情况，以掌握
扶贫应知应会知识为抓手，街道党
工委开展扶贫工作应知应会知识
测试工作，通过以扶贫知识测试为
切入点，从侧面了解街道党员干部

扶贫工作作风情况。严格落实工作
制度。街道党工委要求街道驻村帮
扶责任人严格落实每周至少2日入
户帮扶工作，街道党工委、扶贫办
采取电话抽查、不定期暗访的形式
做好监督检查工作。治理扶贫领域
腐败。街道党工委严肃扶贫队伍管
理，坚持问题导向，运用批评教育、
谈话提醒等多种形式，对侵害群众
利益、不主动作为村干部进行纪律
处分。 (徐贵彪 杨长武)

阳谷侨润街道以作风建设推动脱贫攻坚工作深入开展

“党的扶贫政策真好，今后我
一定会更加努力学习，长大后用所
学的知识来报效国家！”近日，在阳
谷县侨润街道亓庄村，今年以702分
考入阳谷一中的建档立卡贫困生
亓如辉说。

亓如辉父母残疾，家境贫寒，
无经济来源，一家人全靠政府救助
生活。但亓如辉通过刻苦努力学

习，在班里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今
年中考成绩优异。侨润街道党工委
在狠抓扶贫惠民政策落实的同时，
不断加大扶贫政策宣传力度，通过
走村入户，大力宣传党的的扶贫政
策，为贫困学生家庭解决实际困
难，为贫困学生办实事，办好事，为
他们健康成长、快乐学习、成才营
造良好环境。 (徐贵彪 杨长武)

阳谷侨润：“感恩教育”使贫困生亓如辉学习注入动力

阳谷县侨润街道党工委通过
加强扶贫队伍建设，坚决打赢脱贫
攻坚战。

侨润街道党工委始终坚持“党
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扶贫、群众
参与”原则，不断强化对扶贫攻坚
工作的组织领导。街道机关干部组
成驻村工作组，精准对接贫困户，
为深入推进脱贫攻坚提供坚强有

力的组织保证。同时，街道党工委
建立帮扶干部目标考核制度，采取
定期考核与跟踪考核相结合，上级
考核与自身考核相结合，组织考核
与纪律监督相结合方式。具体考察
扶贫干部的精神风貌、责任信念、
工作能力和扶贫效果等。将目标考
核结果与干部选拔任用、奖惩挂
钩。 (徐贵彪 杨长武)

阳谷侨润：加强扶贫队伍建设 打赢脱贫攻坚战

推开84岁低保户王得成的门，
一个干净整洁的院子，十几只鸽子
在房顶上咕咕叫着，墙边一排崭
新的绿色围栏，围栏里是争着吃
食的鸡，一派生机盎然。“原来这
些鸡满院跑，我们和老人商量后，
就用围栏把鸡圈了起来。”帮扶责
任人卢东磊说。卢东磊把老人当

亲人：先后给王得成老人送来助
听器，并教老人如何充电；送来灭
蚊气雾剂，再次教授老人如何给
助听器充电；给老人送来新碗橱
和衣橱，并在院子里安装围栏；给
老人送来蚊帐，并帮他支好。一件
件实事切实提高了贫困群众满意
度。

聊城开发区物流园区:帮包干部爱心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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