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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城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马玉姝 通讯员 杨春

“3年前房子是全村最差

的，现在是全村最好的”

9月8日上午11点，73岁的李德
才把最后一串玉米挂在房檐下，准
备回里屋休息。他家是一栋崭新的
砖房，白墙红瓦，唯独地面有些裂
痕，但院子里整齐堆砌的玉米垛依
旧让整个家显得生机勃勃，也让院
子多了几分秋日的模样。

“这老宅子有100多年了，从来
没有这么新过。”李德才坐在沙发
上，一边休息，一边对记者说，“之
前房顶是草帘子做的，两头都烂
了，没法住人。”

2018年，全国农村危房改造
政策推行，李德才家的房子符合
危房标准，当地政府为他家翻新
了这座老宅子。

“这还不是翻建，而是修缮，
当时房子鉴定的是c级，我们把屋
顶全部拆了，老墙没动，只运用石
头承重墙的基础，统一吊顶，前前
后后装修了1个月。”王家庄村村
书记肖芳国说。

“3年前，我家的房子是全村
最差的，现在我家的房子是全村
最好的。”李德才说着，脸上始终
带着微笑。

“换了新房子后，他那闺女给
他换了新家具，沙发也换了新的，
家里收拾的很干净，一看就是有
福的人。”肖芳国调侃道。

在古村格局中安居乐业，依
靠产业项目分红、养老保险金、各
类救助金以及子女赡养费，李德
才和老伴每年收入超过11000元。

“家里也没有什么很花钱的地方，
家里还有一块菜地种着玉米，任
它生长每年能收300多斤。我和老
伴就很知足。”李德才说。

依托研学游基地

让全村摆脱困境

王家庄村依山傍水，110多
户人散落在海拔 4 3 6米的群山
中，至今依然保留了古村落的
原始风貌。当地保留了旧有的
石头建筑，虽表面糙砺，但棱角
分明的石块呈现出岁月的古老
和厚重。

去年，淄博研学游基地项
目在当地展开，让尘封多年的
王家庄村走出困境。

“全村主要依托研学基地、
扶贫政策，带动贫困户脱贫，形

成长效机制。”肖芳国说。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写生

基地的一期和二期，已经投入
使用，主要用于旅游、写生、接
待以及小学研学游。”据肖芳国
介绍。

“依靠研学游基地，村里每
年给贫困户分红达28万元，带动
劳动力20人左右，这20人一年也
能增收7000元以上，还带动了村
里的农副产品销售，初步估计
农副产品一年增收 1 0 万元以
上。”肖芳国说。

不仅如此，王家庄村还同
时带动了周边12个村的300多户
贫困户增收。“投资200多万元的
三期工程也将在今年10月份竣
工，是一二期的配套项目，主要
接待画家、老师、教授以及单位
团建培训。”

全区107个省扶贫村

摆脱贫困

王家庄村是淄川区脱贫攻
坚的一个缩影。截至目前，淄川
已有107个省扶贫工作重点村稳
定退出。

2016年以来，当地政府累计
投入资金近3 . 1亿元，推进贫困
村“五通十有三万元”。

全区107个省扶贫工作重点
村全部硬化道路，投资7000万元
修复50个贫困村灾后道路，投资
7800万元用于44个贫困村村级
公路网化工程，方便群众出行。

贫困村水、电、广播电视、

信息实现全覆盖，村村都有卫
生室 (服务点 )、办公室用房、文
化活动室、健身场所，有致富项
目增加村集体收入，有村内卫
生保洁。通过清产核资、盘活闲
置资产、土地流转租赁、发展扶
贫项目等措施，107个省扶贫工
作重点村年集体经营性收入稳
定达到3万元。

为了让村民能够安居乐
业，当地政府引入第三方专业
机构，对所有贫困户住房进行
全面鉴定，出具住房安全等级
报告，对鉴定为B级房屋加强动
态监测，对符合改造条件C、D级
房屋，及时按照“四个统一”标
准纳入改造计划。2016年以来，
共投入资金1 . 8亿元，对5185户
需要危房改造的贫困户，通过
自建、统建等方式完成改造任
务。在此基础上，通过子女赡
养、集中供养等方式进行妥善
安置，实现贫困户住房安全有
保障。

此外，淄川区还大力实施
“龙头企业 (合作社 ) +基地+贫
困户”发展模式，推进各类特色
产业项目建设，2016—2019年，
全区累计投入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 1 . 2亿元，建设 1 6 8个产业扶
贫项目，实现收益资金 1 7 1 1万
元，辐射带动1 5 7 8 1户增收，建
档立卡享受政策贫困人口中
90%以上得到了产业扶贫支持。
2 0 2 0年投资 2 5 1 0万元，新建产
业项目 1 1个，目前正在积极建
设中。

依托研学游基地，淄川区王家庄村摆脱贫困窘境

“老宅子100多年了，从来没这么新过”
王家庄村地处淄川区峨庄山区河道上游，是山东省省定贫困村。

近两年，全村通过引进研学基地项目和现有的扶贫政策，让村民们逐
渐过上了没有后顾之忧的生活。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樊
伟宏 通讯员 吴岳

巨大动脉瘤会对患者生命产
生严重威胁，一旦发生破裂出血，
后果不堪设想，可以说是身体中
的一颗“定时炸弹”。近日，世博高
新医院神经外科成功开展了一例
颈内动脉海绵窦段巨大动脉瘤密
网支架植入手术，此次手术难度
非常大，手术级别为Ⅳ级。手术的
成功不仅为患者拆除了一个“巨
型炸弹”，也为各类动脉瘤患者的
根治带来新的希望。

8月末，患者刘某因多器官疾

病来到世博高新医院接受治疗，
入院时患者病情复杂，身体情况
较差，经过多部位造影检查后发
现，患者右侧颈内动脉海绵窦段
巨 大 动 脉 瘤 ，大 小 约
2 . 7cmx2 . 2cm。根据患者的病情，
神经外科主任周 、闫永及团队
进行了缜密讨论及术前准备，为
患者制定了“颈内动脉海绵窦段
巨大动脉瘤密网支架植入手术”
的治疗方案。

据闫永介绍：“密网支架是一
种新型的介入栓塞材料，适合比
较复杂、难治性动脉瘤，用常规栓
塞方式困难的病例。该手术属于

微创手术，虽然难度大，但是对患
者身体损伤小，术后并发症发生
率和复发率低，治疗费用相比常
规手段并无明显增加，术后2-3天
就可正常下床活动。”经手术，神
经外科团队最后为患者成功植入
了密网支架，使过去难以治疗的
复杂的动脉瘤问题得到了解决。

据悉，密网支架植入手术目
前尚属国际先进技术。2019年，世
博高新医院神经外科就曾成功开
展过一例夹层动脉瘤密网支架植
入手术。先后两次手术的成功，标
志着医院神经外科介入水平又上
了新的台阶。

世博高新医院为患者拆除颈部"炸弹"

多器官出问题，原是巨大动脉瘤作祟

本报讯 中国石化淄博石油党委高度重视党风
廉政教育工作，根据山东石油党委、纪委关于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宣教月活动的安排部署，迅速行
动，周密部署，确保反腐倡廉教育月活动扎实开展，为

“持续攻坚创效”行动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详细制定方案。公司党委在深入调查研究和广泛

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于8月7日制定下发《淄博石油分
公司“2020年反腐倡廉教育月”活动实施方案》及活动
配档表，从动员部署、开展学习教育、警示教育、座谈
交流、改进提升活动入手，明确了完成时限、责任部
门，整合各线条力量共同落实，推动活动高质量开展。

营造浓厚氛围。公司党委下发学习参考资料，在
微信公众号开辟专栏，集中宣传公司活动的安排部
署、目标措施以及动态信息，并积极组织向上级媒体
投稿，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韩雪)

本报讯 今年以来，中国石化淄博石油积极贯彻
集团公司绿色低碳发展战略，以绿色企业创建为主线
开展各项工作，多措并举，为建设“清洁、高效、低碳”的
绿色企业持续贡献力量。

狠抓绿色宣传。该公司成立绿色企业创建工作领
导小组，明确任务目标，层层落实责任。通过在办公场
所张贴“绿色企业创建”宣传画等，让“绿色”看得见。在
微信公众号设立“绿色企业”创建专栏，刊发创建绿色
企业倡议书，宣传绿色企业理念，引导干部员工全员
参与绿色企业创建行动，推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引导全员牢固树立社
会主义生态文明观。下一步，中国石化淄博公司将持
续按照绿色企业行动计划安排，从大处着眼小处着
手，扎实开展绿色企业创建，为建设绿色美丽家园贡
献自己的力量。 (韩雪)

中国石化淄博石油：

推进绿企建设 共创美好生活

中国石化淄博石油：

开展反腐倡廉教育月活动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中央八
项规定，进一步规范财务收支行
为，农行淄博分行认真研究财务
制度及政策，从多方面入手认真
细致抓好财会管理，有效促进全
行财会工作水平的提高。

强化财会制度体系建设。该
行领导班子高度重视财务管理工
作，带头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
实施细则精神，明确差旅费等列
支标准，修订完善了本行财务管
理办法、费用配置方案等一系列
财务规章制度，有效推动了财务

管理工作顺利开展。
强化财会知识培训。该行注

重加强对财务人员的教育引导，
把学规章、守纪律作为财务管理
工作的重点，把学规章和廉洁从
业结合起来，把规矩意识作为财
务人员岗前教育的重点，进一步
增强了财会人员工作责任心和积
极性。强化财会操作流程，切实做
到各项财务开支手续合规合法，
努力构建财务管理工作的长效机
制。

(何淑宜 方敏)

农行淄博分行：

强化财会管理，
提高财会履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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