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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一岁娃误食鼠药危在旦夕，交警紧急开辟绿色通道

聊城街头上演4分钟“火速营救”

民警将男童一路护送至医院。

本报聊城9月10日讯(记者
李怀磊 通讯员 姜建军)
为做好高速公路交通管理

工作，全力确保辖区高速公
路交通安全形势的平稳，聊
城高速交警支队茌平大队合
理调整勤务，加大重点时段
路面巡逻力度，及时发现并
消除路面安全隐患，保障辖

区车辆通行安全有序畅通。9
月9日民警在巡逻中，发现一
块遮盖货厢用的篷布“横躺”
在行车道上，情况十分危险，
民警及时将篷布收起，排除
了险情。

9月9日17时30分许，执勤
民警正常巡逻，当巡逻至济聊
高速河北方向67公里+800米
处，发现一大块遮盖货厢用的
篷布“横躺”在行车道上，占用
了大部分行车道，此时车流量
比较大，过往车辆纷纷紧急避
让，存在很大的交通安全隐
患。民警立即打开警报器提醒

后方来车注意提前减速，迅速
把行车道内的塑料篷布拖移
至护栏外，电话通知高速公路
养护部门清理，及时消除了交
通安全隐患。

高速交警提醒：货车驾驶
员在行车前，一定要将货物包
裹严实、捆扎牢固，避免在行
车过程中发生倾斜、掉落；行
车过程中也要定期检查货物
捆绑情况，如有松动，倾斜等
情况应及时重新包裹、捆扎，
若因所载货物掉落引发交通
事故，货车驾驶人将承担相应
的事故责任。

险！这是谁车上的篷布掉高速上了
高速交警紧急清理，及时消除交通安全隐患

为了扎实提升脱贫攻坚
规范化水平 ,近期 ,聊城开发
区广平镇所有帮包干部全部
沉入贫困户家中 ,进一步核实
贫困户2020年度的收入 ,查看
家居环境、生活状况 ,宣传扶

贫政策 ,保证两不愁三保障全
面落实。同时 ,建立健全即时
帮扶风险预警机制 ,开展日常
监测 ,包村干部、帮扶责任人、
村“两委”成员和扶贫专干通
过入户走访 ,掌握因病、因残、

因学、因灾、因意外等引发的
刚性支出明显超过上年度收
入和收入大幅缩减的农户，
对于出现致贫风险户及时纳
入，享受建档立卡贫困户所
有政策。

聊城开发区广平镇做好扶贫信息核对工作

聊城开发区北城街道曾庄
村贫困户王连峰一家三口都是
智力残疾，原来一直是靠捡破烂
为生，家里的卫生条件很不好，
从外面捡来的东西堆满了院子。
为了提升环境水平，给他们创造

良好的生活条件，包户干部黄飞
和村干部先是靠上做工作，看到
他们家这种情况，给他们家进行
卫生大整治，清除垃圾，包括每
一件家具的摆放都重新给安置；
以前院子里养的鸡、鹅到处乱

跑，现在也圈起来了；大门破烂
不堪，村干部将自家闲置的一个
大门，重新油漆，自己找人给他
家安上了。通过用心用情工作，
贫困户家中的变得干净规范，改
善了居住环境。

聊城开发区北城街道曾庄村帮包干部用心帮助贫困群众

今年以来，聊城高新区许
营镇卫生院坚持“以预防控返
贫”，强化家庭医生服务，了解
贫困户的生产、生活、患病情
况。针对慢病管理，分类救治，
许营镇卫生院组织了4个家庭
医生团队，对全镇贫困户患有

高血压、糖尿病的人群建档立
卡，将其纳入健康管理范围，
协助其办理“两病”手续，为其
制定诊查服务项目，对于严重
精神障碍患者每月安排专人

“照方取药，送药上门”。许营
镇卫生院还向每户贫困户发

放了一份扶贫目录，内容包括
健康扶贫政策明白纸、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书、健康扶贫卡、
档案本、体检表和履约巡诊记
录等。通过发放扶贫目录，全
面提高贫困人口健康扶贫政
策的知晓率、满意度。

聊城高新区许营镇卫生院深化健康扶贫工作

“俺家门上这个门帘好几年没
换了，又脏又烂，进蚊子、进苍蝇，
帮包干部来俺家走访看到后，没用
两天，就给换上新的了，现在咱们
的帮包干部越来越贴心了！”看着
自家屋门上新换上的门帘，邱庙村
贫困户陈登俄喜悦之情，溢于言

表。这是聊城物流园区扎实推进贫
困户生活水平、居住环境“双提升”
工作取得的真实缩影。今年以来，
物流园区持续规范提升贫困户庭
院建设水平，铺设基本的庭院小
道、清除三大堆、发展庭院经济，做
到了贫困户庭院安全干净规范。

聊城开发区物流园区提升贫困群众庭院建设水平

朱法伟是聊城高新区许营镇
朱庄村建档立卡贫困户，肢体一级
残疾，与75岁的母亲相依为命，拥
有一台电视是母子俩一直以来的
心愿。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帮扶责
任人杜昆为他们送去电视机，一台
崭新电视机的送来，让朱法伟母子
心里乐开了花。

杜昆将电视搬到桌子上，调到
最佳观看角度，就开始仔细连接
线路，认真安装调试收视器，不一

会电视屏幕上就“蹦出”清晰的画
面，朱法伟也被电视上的画面吸
引住了。“他卧病在床，母亲年龄
也大了，希望这个电视，可以给他
带来关怀、带来精神食粮、带来脱
贫致富的信念和斗志。”杜昆说
道。

崭新的电视机，拉近了朱法伟
与外面世界的距离，打开了观察外
面世界的“窗户”，增添了让生活越
来越好的信心和干劲。

聊城高新区许营镇：小小电视机，大大扶贫情

这天早上刚进办公室，高唐县
人和街道办事处扶贫办主任陈洪
霞，就接待了一位“不大痛快”的熟
人。“我想给我村贫困户李孝东送
点礼。他大女儿今年考上高中了，
我想趁着这个节骨眼儿，给他家送
点带‘寓意’的生活必备品。”李小
庄村的扶贫专干王宗凡有点害羞
地解释道。

原来，45岁的李孝东是李小庄
村唯一一位贫困户，他看起来比较
魁梧，却是6年的尿毒症患者，每周要

透析三次，劳动能力几乎完全丧失。
二人来到李孝东的家中，正赶

上父女三人在家收拾房间。“孝东，
我给你送礼来了。”只见王宗凡将

“礼品”逐一送到李孝东手上：“这
是两个新暖瓶，预示着咱家‘温暖
和睦’。”说着，王宗凡又递过来两
袋大米和一箱洗衣液：“这代表着

‘丰衣足食’，再给两个姑娘用上这
预示着‘金榜题名’的正姿护眼笔，
将来的日子啊，可就奔着‘锦衣玉
食’去啦！”

羞答答的“送礼人”

2020年作为脱贫攻收官之年，
阳谷县侨润街道党工委按照市、县
脱贫攻坚规划提升的有关要求，从
事关贫困群众切身利益出发，采取
有效措施，全面满足贫户困生活需
求，真正打赢脱贫攻坚战。

侨润街道党工委聚焦脱贫攻
坚“双提升”工作部署，紧密结合街
道工作实际，严格按照“四个一”活
动要求，即：帮扶责任人每天至少
走访一户贫困户，每周集中清理一

次卫生、同帮扶贫困群众拉一次家
常、认真讲解宣传一次扶贫宣传政
策，并完善好有关档案材料，及时
了解他们生活诉求，尽全力帮助解
决实际困难，让他们生活更加便
利、心情更加舒畅。在走访中，所有
县直幇包干部、街道帮扶责任人积
极排查化解问题，帮助贫困群众解
决基本生活需求件，有力有效提升
贫困群众幸福感。

(徐贵彪 杨长武)

阳谷侨润街道提升贫困群众幸福感

红白事大操大办等各种陈规
陋习，致使不少村民的血汗钱被白
白地浪费掉，从而致贫或返贫。为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阳谷县侨润街
道党工委积极培育乡风文明，助力
脱贫攻坚。

侨润街道党工委多次召开专
题工作会议，组织村民观看移风易
俗宣传片，不断提高认识；街道积
极开展专项整治，各村分别成立红
白理事会，由村里两委干部和长老

参加。同时，按照党员干部带头，党
员先行原则，街道党工委与各社区
(管区)、各村分别签署承诺书；建立
工作队伍，线上线下发放移风易俗
倡议书，街道社区、村包村干部，入
户讲解宣传移风易俗重大意义，营
造浓厚氛围；同时将文明殡葬推进
工作将纳入村(社区)年度考核等，
坚决制止各种红白事大操大办等
铺张浪费行为的发生。

(徐贵彪 杨长武)

阳谷侨润：培育文明乡风 助力脱贫攻坚

阳谷县侨润街道办事处强化
措施，加强扶贫干部日常管理。

街道党工委出台相关考核管
理办法，街道财政部门根据考核成
绩，严格兑现奖惩，真正做到“干好
干坏不一样，干与不干不一样”，激
发扶贫专干工作积极性。街道党工
委明确扶贫专干岗位职责，细化扶

贫专干管理和请销假等制度，强化
扶贫专干的日常管理。街道、社区、
村两级认真落实上级扶贫开发相
关责任，街道党工委承担扶贫专干
日常管理的具体职责，并确定一名
村级业务骨干作为扶贫专干培养
人。

(徐贵彪 杨长武)

阳谷侨润党工委：加强扶贫干部日常管理

不觉初秋临身旁，酷暑隐退草
木黄。共筑中国梦，全面奔小康、脱
贫攻坚战。党群手牵手、肩并肩，我
们走在路上。9月2日下午，高唐县
人和街道在卢田村举行2020年“舞

动新风尚文艺扶贫携手小康”广场
舞总决赛。本次广场舞比赛共产生
一等奖金城舞蹈队，二等奖卢田舞
蹈队、盛世舞蹈队，三等奖群艺演
唱团、董楼舞蹈队、十里园舞蹈队。

舞动新风尚 文艺扶贫携手小康

国企、民企齐发力，“造血
式”产业扶贫助力群众增收脱
贫。聊城高新区发挥辖区市属
国企鲁西集团打造成千亿级
化工产业园区的机遇，全力支
持企业发展，集团在脱贫攻坚
中倾力反哺当地群众，投资援

建厂房，帮扶贫困群众。
同时，引导民企探索基地

扶贫新模式，高新区顾官屯镇
立足本地产业优势，创建金属
制品产业扶贫基地，整合280
万财政专项资金，购买设备后
租赁给汇金科技公司，获取租

赁收益。同时，基地企业在省
定贫困村和扶贫插花村建设
了52个扶贫车间及加工点，这
种“子母车间”提供了720多个
就业岗位，其中贫困户达110
多人，真正将“小”产业做成了
扶贫“大”文章。

聊城高新区“造血式”产业扶贫助力群众增收脱贫

本报聊城9月10日讯(记者
李怀磊 通讯员 郭步飞)

“交警同志，孩子误吃鼠药，
要赶紧送聊城市人民医院，路
上车多怕耽误时间，麻烦给带
个路。”9月7日18时6分许，聊
城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队执勤
二大队湖西岗民警晚高峰执
勤时，一辆轿车驶到民警身
边，群众慌张地求助。民警看
到车中女子怀抱中的孩子脸
色蜡黄，双眼紧闭，需立刻将
孩子送医救治，不然后果不堪
设想。

湖西岗民警迅速做出反
应，开启警灯、警笛，驾驶警车
引导带领群众车辆驶向医院，
途中民警一边喊话示意过往
车辆避让，一边向指挥中心报
告请求开启绿色通道，指挥中
心接到警情后立即通知沿线
民警进行疏导保障道路畅通，
为病人开辟了一条生命通道。
仅用时4分钟，民警就将车辆
护送至聊城市人民医院，为男
童得到及时救治争取了宝贵
的时间。

看到男童被及时送进急
诊室抢救，这时，一路护送的
民警也才松了一口气，又回到
晚高峰岗继续疏导指挥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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