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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备不懈保畅护安，联勤联动快速处理事故、除雪防滑

聊城高速交警开展应急演练

城事

本报聊城11月5日讯(记者
李怀磊 通讯员 王文元) 常
备不懈保畅护安，联勤联动全力
抢险。11月5日，聊城高速交警支
队东昌府大队、莘县大队联合齐
鲁高速德莘养护清障分中心等单
位开展交通事故应急处置及除雪
防滑演练，演练现场模拟突发交
通事故、积雪封路等“实战”场景，
进一步增强了面对高速公路各类
突发事件及恶劣天气的快速反应
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提升了路

警联勤联动应急处置水平，为下
一步高速路面应急保畅工作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应急演练共两个科目，首先
进行的是事故联勤联动处置演
练。事故模拟两辆车在行驶时发
生追尾，其中一辆车损坏严重，所
幸无人员受伤，无法继续行驶，影
响了高速公路安全通行。接警后，
聊城高速交警根据应急处置预
案，派出警力快速赶赴现场，同时
联系道路清障救援人员、清障单
位也快速到达现场。现场民警做
好管制分流工作，确保过往车辆
安全通行的同时，对现场快速勘
查，对因事故被困的人员、滞留的
车辆使用拖车进行了快速托运，
经过10多分钟的努力，现场人员
有序撤离，事故现场清理完毕，道

路恢复正常通行。
在除雪防滑演练中，模拟辖

区遭遇持续降雪天气，聊城高速
交警迅即启动恶劣天气应急预
案，根据视频巡逻及人力巡逻收
到的路面积雪反馈，迅速联系道
路养护单位进行除雪防滑作业。
在演练中，聊城高速交警警车在
前方预警行驶，齐鲁高速德莘养
护清障分中心的撒布车紧跟进行
融雪剂撒布，同时有养护巡查车
辆在后方防护。

演练结束后，召开了演练评
估座谈会，会上指出了演练中暴
露出的一些问题和不足，同时肯
定了此次演练的效果。通过此次
实战训练,将有力确保在日常工
作中,出现险情时有备而战,在抢
险工作中各司其责。通过及时抢

险,保障道路畅通，降低险情对通
行车辆的财产损失和人身安全，

达到了锻炼队伍、提高处置突发
事件能力的效果。

党员带头当先锋，青年争先做主力

这支突击队成为亮丽风景线
本报聊城11月5日讯(记者

张超 通讯员 方欣) 鲜艳的
旗帜、整齐的着装、坚定地身影，
连日来，在聊城棚改二期的施工
现场活跃着一支由中国能建葛
洲坝三峡建设公司聊城项目部
党员和青年骨干组成的突击队，
值守在一线，成为各施工片区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

在岳庄安置区，现场正朝着
年底全面封顶和创建安全文明
示范工地的目标奋进，突击队成
员根据自身工作岗位，迅速投入
到工作当中，指导、测量、监督，
各生产环节都严格把控并参与

其中，现场开展的安全、质量、技
术指导和检查让不少一线工人
收获满满，工作热情也愈发高
涨。

一天的现场工作结束后，突
击队全体成员召开座谈会，及时
汇总工作中发现的问题、理清思
路，找不足、话差距、谈方法，并
对下一阶段工作进行部署安排。

“作为一名党员，我一直在鞭策
自己，要时刻保持模范带头作
用，做好行为表率，投身到一线
工作中，同样也是对自己业务的
检查与提升，我们将始终保持高
涨的热情与严谨的工作态度，全

力完成项目部交付的目标任
务。”一名突击队员说道。

“目前，聊城棚改二期已进
入封顶高峰和二次结构装饰装
修阶段，全力冲刺年底任务目
标。”项目部副总经理刘纪峰介
绍，今年疫情发生以来，项目部
成立党员突击队和青年突击
队，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
带头作用和青年的生力军作
用，坚守一线各个岗位，施工现
场呈现出高涨火热的工作热
情，各项工作任务有序推进，确
保完成年初制定的各项生产工
作目标。

温馨明亮的小屋，整洁的
床铺，摆放有序的书桌。走进改
造好的卧室，聊城高新区王屯
村贫困儿童硕硕开心不已，“终
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卧室、书桌，

再也不用趴到床上写作业了。”
拥有一间“希望小屋”是贫困

家庭儿童共同的渴望，也是孩子
追逐梦想的起点。“硕硕在得知要
给自己改造学习和生活的房间

时，非常开心，这段时间明显感觉
到硕硕开朗了，学习更加刻苦了，
说要让帮助他的叔叔阿姨看到自
己的进步。”看着硕硕的认真劲
儿，硕硕的奶奶由衷地高兴。

聊城高新区“希望小屋”点亮贫困家庭儿童大梦想

针对一些贫困户家庭脏、
乱、差现象，聊城高新区许营
镇妇联聚力攻坚，将扶贫与扶
智扶志相结合，改善了贫困家
庭居住环境和精神面貌，激发
了贫困户的内生动力，推动贫

困户实现物质、精神双脱贫，
赢得了贫困家庭的信赖和认
可。

镇妇联充分发挥志愿服务
的作用，积极发动群众力量，以
志愿服务的形式，常态化开展

入村入户志愿服务。到贫困户
家中开展庭院卫生、室内卫生、
个人卫生、心理健康为主要内
容的志愿服务活动，并帮助引
导贫困户家庭开展庭院种植、
养殖，发展庭院经济。

聊城高新区许营镇巾帼扶贫助力贫困户双提升

为进一步提高脱贫攻坚实
际成效，聊城市高新区许营镇
曹庄村将危房改造与邻里互助
相结合，整合扶贫资源，创新运
行模式，建造了功能多维、自立

互助、共建共享的“颐康家园”。
既让贫困老人住上了安全舒适
的房子，又让孤寡老人有了互
相照料的独立活动场所，实现
了扶贫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和生

共融。
目前，“颐康家园”农村社

区幸福院互助养老项目成为聊
城市唯一入选的省级社会工作
脱贫示范项目。

聊城高新区许营镇曹庄村着力打造扶贫养老新样板

“今年，俺能多收500元左
右，这多亏了宗壮啊。”10月5
日，在高唐县尹集镇四新村的
地头上，三轮车正装载着黄色
的大玉米槌儿，运往于宗壮的
粮食收购站。贫困户李金庆笑
得合不拢嘴。

今年40岁的徐官屯村村民

于宗壮2018年成立了高唐县鑫
达航农机专业合作社，主要为
社员开展小麦、玉米的机械收
获、秸秆还田等项目。于宗壮
说，“作为一名普通群众，我也
想为扶贫做些什么，经过沟
通，我决定收购贫困户的玉米
槌儿每斤比普通群众贵 5分

钱，也算是我自己的一点贡
献。”听闻于宗壮这里的玉米
价格高，很多贫困户都打来于
宗壮的电话询问，于宗壮耐心
地回答，让贫困户的疑问变成
了肯定。据了解，目前有100多
户贫困户把玉米卖给了于宗
壮的合作社。

高唐县尹集镇：一斤玉米槌儿多卖5分钱

走进高唐县杨屯镇张大屯
村贫困户崔玉珍大娘家中，大
娘正坐着马扎用玉米皮编织着
一条条长长的“小辫”。虽然大
娘腿部有残疾，干起活来手头
可是一点不慢。

编好的“小辫”是干啥用
的呢？原来这是初级产品，加

工企业收购去以后经过进一
步的处理，可以加工成蒲团、
地毯和各种工艺品。而且草编
时间灵活，不耽搁接孩子、做
饭和家里的零活，很适合不能
外出打工的农户和贫困户，干
活快的一天就能挣到七八十
块钱。

“扶贫先扶志”，为提高村
民致富能力，让村民熟练掌握
草编技术，杨屯镇将专门邀请
具有丰富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
教授多种多样的编织技术，使
村民利用玉米皮编出了一条脱
贫致富路。

(张博)

高唐县杨屯镇：扶贫先扶志 编织助脱贫

“先用干抹布去浮尘，再用湿
抹布擦拭，最后再用这块小鹿皮清
洁。”早八点，在高唐县人和街道和
安社区党员活动室里，为贫困户专
门设立的公益性岗位上，姚国泉一
边整理着会议桌的卫生，一边向一
同劳动的石保顺“炫耀”：“擦桌子
可不是看起来那么简单，像这种材
质的桌子容易招惹浮尘，用我的方
法，准保一天都干干净净的。”

“人和街道党工委给咱提供

的这份公益性岗位，靠的是劳动，
挣的是工资，多这一份收入，家里
的日子更宽裕些。”一直在旁边专
心拖地的石保顺说。一旁的姚国泉
说：“人和街道党工委，还有咱和安
社区党委，哪个不是把咱们放在心
上？不仅是把政策落实了，让咱们享
受到了国家的福利，还总是主动提
供各种服务。”说完，他又开始卖力
地擦起了桌子：“虽然是弯着腰干
活，但咱生活起来是挺起背来了。”

弯下腰去干活 挺起背来生活

阳谷县西湖镇党委、政府通
过规范提升贫困户庭院建设水
平，提升贫困群众幸福指数，进一
步推动脱贫攻坚。

西湖镇继续强化“双提升”工
作，提高贫困户生活水平和居住

环境的改善。抓好“六净一改善”，
要有院墙和大门，铺设基本的庭
院小道，杜绝泥泞。清除三大堆，
合理布局，在空闲位置适度发展
庭院经济，种植蔬菜或果木，做到
贫困户庭院安全干净规范。(杨波)

阳谷县西湖镇：做好贫困户庭院规范提升

阳谷县大布乡郭子洛村驻村
第一书记李英勇在省侨联党组和
乡党委、政府的指导下，郭子洛村
利用省级财政资金100万元，投资
苏海森林动物世界，建设鲁西民
俗博物馆和鲁西民俗艺术馆。项
目建成后，固定资产属于村集体，
村集体每年按投资额的8%获取投

资收益，进一步筑牢了郭子洛村
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乡村振兴
的基础。2019年，郭子洛村集体收
入达到16 . 9万元，2020年村集体利
用30万元公益项目资金，建设83千
瓦光伏发电项目，每年可为村集
体增加4 . 5万元收入。

(国瑞)

阳谷县大布乡：壮大村集体经济 推动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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