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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乐陵市郑店镇

昔日村里“陌生人”

今日百姓眼中“热心人”

“自从小贾来俺们村
帮扶，村里不仅安装了路
灯，进村入户的道路也好
走了，环境也美化了，俺们
的生活也变得更加富裕
了。”乐陵市郑店镇奎台西
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张礼秋
如是说。

村民口中的小贾就是
省派第一书记贾泽华。奎
台西村作为省定贫困村，
2019年3月贾泽华受组织
选派，到奎台西村担任驻
村第一书记。对群众来说，
喊十句口号，不如做一件
实事。驻村以来，这位年轻

的小伙子和全村党员干部
群众一道，把奎台西村帮
扶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不
仅让奎台西村摘掉了贫困
的帽子，也赢得了老百姓
的称赞。帮扶以来，贾泽华
为村里安装路灯、监控探
头，新建了图书室，协调资
金10万元对村西道路进行
了拓宽改造，帮助残疾贫
困群众办理了残疾证，为
符合条件贫困群众办理了
慢性病卡、“两病卡”。贾泽
华还自掏腰包为贫困户购
买了山羊，并筹资为困难
群众购买衣服。 (李栋)

近年来，乐陵市寨头堡乡
党委坚持党建引领，找准党建
工作与精准扶贫的结合点，坚
持三个方面内容，以强有力的
组织领导确保决战决胜脱贫
攻坚。

坚持党委总揽全局，强化
组织保障。一是加强组织领
导，成立乡党委书记、乡长任

“双组长”，领导班子及社区、
村党组织书记为成员的脱贫
攻坚领导小组。二是充分发挥
党员干部职责，选派34名党员
干部、党建特派员(第一书记)
担任脱贫攻坚帮扶责任人，助
力脱贫攻坚。三是发挥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实施党建特派
员、机关干部包村、党员包户
制度，结合实际，选派128名政
治素质高、有大局意识、热心
公益事业的党员担任帮扶联
络员，协助开展工作。

坚持政策落地，强化项

目支撑。一方面支部与户结
对增加收入，发挥党支部发
挥战斗堡垒作用。另一方面
支部与企业结对拓宽渠道，
现29个村党支部与清洋湖、
孟氏渔业、富众蔬菜合作社、
盖家扶贫车间等项目达成全
面帮扶合作，每年促进贫困
户增收2000元左右。

坚持服务保障，强化责任
担当。在责任落实方面，将脱
贫攻坚工作落实及实施成效
作为干部年度工作开展和述
职评议的重要内容，对存在敷
衍应付等心理的，年度考核不
得列入优秀。在关心关爱方
面，加大脱贫攻坚一线干部选
拔识别任用力度，大力褒奖、
重点推荐在脱贫攻坚中表现
突出的干部，形成了基层干部
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一线，争
相作为、敢于作为、砥砺作为、
安心作为的良好风尚。(王晖)

寨头堡乡：党建引领脱贫攻坚

乐陵市大孙乡多次
召开脱贫攻坚专题会议，
研究脱贫攻坚工作及巩
固完善扶贫帮扶工作机
制。

会议上强调，扶贫工
作是今年最重要的工作，
要提高思想认识，提高政
治站位，要高标准、高要
求完成今年的脱贫攻坚
工作。并提出巩固完善扶
贫帮扶工作机制重要性。

自脱贫攻坚年以来，
大孙乡紧紧围绕省定重
点村的“五通十有”、贫困
户的“两不愁、三保障”问
题开展工作，不间断开展
动态管理，确保贫困人口
得到及时有效的帮助。并
坚持帮扶责任人与建档
立卡贫困户结对帮扶关
系不变，落实定期走访制
度，把各项扶贫制度扎实
地落实下去。 (王敏敏)

大孙乡

巩固完善扶贫帮扶工作机制

乐陵市大孙乡持续
开展扶贫领域作风建设
活动，严肃整治贫困群众
感受最为直接、反映最为
强烈、影响最为深刻的作
风问题。

一是加强扶贫领域
帮扶干部作风建设，提高
政治站位，盯住2 0 2 0年
度脱贫攻坚“大考”目标，
坚持让扶贫帮扶干部下

沉入户，查薄弱补短板，
继续不间断开展工作。二
是坚持对贫困户扶贫与
扶志、扶智相结合，不断
加大贫困户教育培训力
度，提升贫困户自我发展
动力和能力。

此外，依托村里的文
化广场，宣传文化知识，
丰 富 贫 困 户 业 余 文 化
生活。 (王敏敏)

大孙乡

持续推进扶贫领域作风建设
为认真做好2020年度健康

扶贫相关工作，解决农村建档立
卡困难人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等问题，乐陵市大孙乡多举措扎
实做好健康扶贫工作。

大孙乡卫生院工作人员定
期下户走访，家庭签约医生每个
季度至少去一次贫困户家中进

行测量血压、询问身体健康状
况。每来到贫困户家中，家庭医
生都会询问贫困户身体健康状
况、医疗救助、劳动就业等情况，
仔细记录群众急需解决的问题。
若遇到有高血压、糖尿病的，会
及时给予办理“两病卡”；若遇到
有慢性病人的，协调卫生院工作

人员帮助办理“慢性病卡”。开展
家庭签约工作时，积极宣传各项
基本医疗政策。

此外，大孙乡卫生院免费提
供诊疗、健康教育和咨询服务，
让前来就诊的贫困群众感受到
了党和政府的关怀。

(王敏敏)

大孙乡：多举措扎实做好健康扶贫工作

近日，化楼镇中心卫生院和张
屯卫生院结合市文化局组织的送
戏下乡活动，到该镇为80个村的贫
困群众进行健康义诊。

据悉，两个卫生院此次共组织
20余名医疗专家现场为辖区内400
余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员进行健康

咨询、诊疗并赠送了药品。送戏下
乡的演员们精选了百姓喜闻乐见
的优秀戏曲节目，为群众呈现了一
场场精彩的视听盛宴。

此次活动的举办，是该镇落实
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重大决策部
署，充分发挥健康扶贫和文化扶贫

的重要举措。既增强了老百姓的卫
生健康意识，提升了基层群众的健
康水平，也通过文艺演出把党的惠
民利民政策和人文关怀送到了基层
群众身边，增强了群众脱贫致富、积
极向上的精神动力。

(贾莹莹)

乐陵市化楼镇：送医送药送文化 帮扶一直在路上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孙文丽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满足市民生活需
要。2019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提
质扩容的意见》，明确要求加强
平台建设，健全家政服务领域
信用体系。11月25日，由德州
市商务局主办的家政信用体系
宣传月启动仪式成功举行，向
社会广泛推荐使用“家政信用
查”手机App，推荐企业入驻德
州人自己的线上购物和生活服

务平台“德州汇”。由此，德州市
正式拉开了家政信用体系建设
的序幕。

启动仪式上，德州市商务
局副局长冯立潮表示，家政服
务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此活
动以构建信用为基础的家政
行业管理体系为目标，以推进
家政服务员和家政企业信用
记录制度化为重点，突出宣传
商务部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
台、家政信用查手机APP和我

市已入驻平台的信誉良好的企
业，让全市家政企业、家政服务
员和广大消费者全面了解和认
知信用平台。推进德州市家庭
服务业诚信化、规范化发展，更
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新期盼。”

德州市商务局作为德州市
家政行业主管部门，高度重视
家政服务业信用体系建设工
作，根据国家、省、市相关文件
精神，启动家政信用体系建设，

依托全国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
台，实现德州市家政服务能知
情、可查询。目前，德州市已有
20家企业和2100名家政服务员
通过平台开展信用建设。

据了解，本次家政信用建
设宣传活动，“德云汇”将充分
发挥平台的优势，多方面整合
资源，通过传统媒体、新媒体、
门户网站、社交平台等媒介，重
点推介商务部“家政信用查“信
息平台，广泛宣传诚信家政平

台和诚信家政企业；在宣传月
中还将举办“优秀家政服务者
评选赛”活动，走进社区，走到
基层消费者中间，让广大的消
费者参与到信用体系宣传的过
程中来，充分利用人际传播，提
高家政信用平台在群众中的知
晓度和美誉度。同时，“德云汇”
平台将会利用自身资源优势，
重点宣传推介优秀家政企业，
引导消费者优先选择商务局认
可的家政服务企业。

家政服务信用体系建设宣传月启动

今年以来，乐陵市郑店镇坚持做好脱
贫攻坚和文化建设结合文章，在贫困村厚
植文化底蕴，丰富贫困群众精神食粮，淡
化帮扶群众“贫困意识”，为贫困户注入自
强自立、奋斗创业的正能量，助力贫困群
众早日过上幸福的小康生活，让文化扶贫
成为新时代扶贫工作的重要内容。

郑店镇坚持扶贫同扶智、扶志相结合，
鼓励各村结合实际，借助元旦、“扶贫日”、
主题党日等时间节点和送戏下乡、送电影
下乡等民生工程，定时向贫困户免费开放
农家书屋，切实把文化活动办出成效、办
出特色。通过开展“文明村庄、美丽庭院”

“好媳妇好婆婆”“好青年”等评选活动，成
立文化志愿者团队、广场舞队伍等，真正让
贫困群众参与进来，努力将“送文化”向“种
文化”方向发展，切实增强了农村浓厚文化
氛围，充实了贫困群众闲暇生活。同时用身
边的脱贫典型事例教育身边的贫困户，彻
底激发脱贫内生动力，增强文化扶贫底
色，让更多的贫困群众看到喜闻乐见的文
艺节目和身边的脱贫致富典型。 (李栋)

郑店镇

用文化擦亮扶贫底色

尊老扶弱是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老有所养”、“弱有所
扶”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今
年以来，化楼镇精心打造“暖心
食堂”，为孤寡、贫困老年人等弱
势群体解决吃饭难题，用大爱与
责任描绘出美丽乡村最温暖的
幸福画卷。

据了解，由化楼镇韩桥村党

支部创办的爱心食堂，专门为村
内70岁以上老人、残疾人、贫困
户和优抚军人等群体提供免费
爱心午餐，食堂从11月20日开始
投入使用，受到了村内老人的一
致好评。

该镇下一步会尝试拓宽创
新运营模式，落实一村一策，做
好分类试点推广。对于村集体收

入高的村居，鼓励支持其盘活设
施、资源，先行启动。针对村集体
收入薄弱村，加快推进政企合
作，借助社会企业资金和人才优
势，搞好合作共建。期待一个接
一个的“暖心食堂”雨后春笋般
建起来，在为老人提供温暖服务
的同时，不断传递“老吾老以及
人之老”的社会正能量。 (董恒)

乐陵市化楼镇：365“暖心食堂”照亮互助养老探索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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