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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10月10日讯
（记者 张跃峰 通讯员
徐永强 曹松）“为了我
一个孤老头子，镇里的一
把手忙前忙后，帮俺脱贫，
又让俺住上了宽敞敞的新
房子，连俺家一杯水都顾
不上喝……”10月2日，见
镇党委书记张海峰中秋节
又来到自己家走访慰问，
亲手把一桶食用油和1600
元的“金融扶贫”资金交于
自己，莘县王庄集镇李官
村的李义臣老人抹着眼泪
声音哽咽地说。

李义臣是一名孤寡老
人，属建档立卡贫困户，王
庄集镇党委书记张海峰与
他结成了帮扶对子，从此就
成了“亲戚”，无论工作再忙
也要抽空去看望一下老人。
去年冬天，经过评议、公示
等规定程序，把李义臣纳入
最低保障范围，拿上了低保
金。2017年春天，张海峰自
掏腰包赞助1500元，帮他购
买优质白玉山药种，种了9
分地的山药，并加入山药合
作社，预计纯利润在3500元
左右。夏天又对其住所进行
危房改造，用了不到一个月
时间，李义臣老人就从一个

破旧的危房搬进了宽敞明
亮的大房子。

今年开春以来，张海峰
及莘县王庄集镇其他领导
班子积极运筹全镇富民生
产贷、富民农户贷等金融扶
贫全覆盖。直到国庆节前
夕，全镇所有贫困户共享受
到金融扶贫43万元。

据介绍，像李义臣这样
的 贫 困 户 王 庄 集 镇 共 有
290户，镇党委、政府要求
帮包干部从贫困户的“家
情”入手，精准施策，因户、
因地、因时制宜，制定切切
实实的“一户一措施”，达
到真真切切的“户户增收
入”，实行扶贫对象“双向

全覆盖”。王庄集镇通过结
对子实现产业帮扶、技能
培训帮扶、合作社带动帮
扶、金融帮扶、保障帮扶、
邻里互助帮扶多措并举。
动员和集中各种力量推动
脱贫攻坚，确保贫困户实
现“两不愁、三保障”，携手
贫困户同步小康。

东营市垦利区积极发挥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作用，主动参与脱贫攻
坚任务。全区农业龙头企业结对帮
扶贫困户40户、贫困人口72人；8个
扶贫工作重点村建立农民合作社13
家，带动贫困户258户；6家家庭农场
结对帮扶贫困人口32人；组织开展

“争当带富标兵、争做扶贫之星”活
动，全区“乡村之星”帮扶带动贫困
户6户，贫困人口13人。

本报聊城10月10日讯(记者
杨淑君) 记者从聊城市人社

局获悉，为培养选拔全市高层次
创新人才，聊城市人社局起草了

《聊城市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选
拔管理办法(草案)》(以下简称(草
案))，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根据《草案》，聊城市有突
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每2年选
拔一次，选拔人数30人左右，管
理期限为4年。选拔条件是：热
爱社会主义祖国，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遵纪守法，有良好的职
业道德，年龄不超过50周岁，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具有
创造性的研究成果，或在技术
上有重大发明创造、重大技术
革新，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或
社会效益，获得国家或省(部)
级科学技术奖励或省级及以上
专利奖等奖项；在完成国家或
省(部)重点工程、重大科技项
目和大中型企业技术改造、引
进消化高新技术中，创造性地
解决重大技术难题，并取得显
著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在
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学术造诣
深厚，研究成果有独到见解，以
首位作者出版或发表过在学术

界和社会上有较大影响的学术
著作或学术论文，并获得省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长期工作
在教学第一线，教书育人、为人
师表，教学教研成绩显著；或在
学科建设方面成绩卓著，影响
较大，获得省级及以上教学成
果奖、教学名师等奖项或作为
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发表影响
因子较高的SCI、EI、SSCI等收
录论文；长期工作在防病、治病
等卫生工作第一线，技术精湛，
多次成功治愈疑难、危重病症
或在一定范围多次有效地预
防、控制、消除疾病，社会影响

较大，业绩为同行所公认；或在
卫生科研方面获得同行公认
的、具有标志性的研究成果，获
得国家或省(部)级科研成果奖
等奖项或作为第一作者、通讯
作者发表影响因子较高的SCI、
EI、SSCI等收录论文；长期在
农业生产、科技推广第一线工
作，在成果转化、技术改进和推
广服务等方面贡献突出，取得
显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聊城市有突出贡献的中青
年专家在4年管理期内，由市财
政每人每月发给市政府津贴
1000元。还享受每年一次或多

次共计10-20天休养，并由所在
单位报销休假期间的交通费住
宿费等费用，还享受健康体检，
优先立项支持申报科研项目等
待遇。

10月19日前，公众可以通
过以下途径反馈意见：通过电
子 邮 件 将 意 见 发 送 至 ：
xuefen2004@126 .com；通过信函
方式将意见寄至：聊城市东昌
西路24号聊城市人民政府南楼
一楼1015房间(邮编252000)，并
请在信封上注明“《聊城市有突
出贡献的中青年选拔管理办法
(草案)》征求意见”字样。

本报聊城10月10日讯（记者
谢晓丽） 9月30日，市工商局党组
成员、副局长罗本江到双联共建村
临清市魏湾镇跨马营村走访慰问，
参加安利公司和聊城市正品装饰
材料有限公司向跨马营村捐赠仪
式。市工商局驻村第一书记崔尚新
及杨延辉同志参加了活动。

9月30日，临清市魏湾镇跨马营
村的五保户和困难户收到了节日
的问候，安利公司向该村捐赠4台电
脑和粮油食品，聊城市正品装饰材
料有限公司捐赠了价值3万元的地
板砖。

聊城市工商局党组成员、副局
长罗本江代表市工商局对村民进
行了节日的问候，对支持双联共建
工作的企业表示衷心的感谢，罗局
长表示，对双联共建村的帮扶既要
加强基层党建建设，又要促进农村
经济社会的发展，对村民的帮扶

“输血”不如“造血”。同时表示要加
大对双联共建工作的支持力度，要
和跨马营村结成更紧密的帮扶、合
作关系。

仪式结束后，罗局长一行走访
慰问了跨马营村五保户、困难户，
并实地参观了村杞柳种植基地和
中共原清平县委旧址。

从贫困户的“家情”入手精准施策

莘莘县县王王庄庄集集镇镇脱脱贫贫攻攻坚坚结结硕硕果果

本报聊城10月10日讯
(记者 杨淑君) 日前，国
家旅游局官方网站发布了
由国家旅游局、国家发改
委、国务院扶贫办等10多个
部门和单位共同制定并印
发的《乡村旅游扶贫工程行
动方案》。该方案中显示，聊
城市共有64个村被列入全
国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

据悉，此次聊城市入选
的64个村中，市辖区共入选
13个，包括聊城高新区许营
镇曹庄村、聊城经济技术开
发区北城办事处周集村、聊
城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于集
镇池子村等；东昌府区8个，
包括黄西村、堂邑镇教场李
村等，阳谷县8个，包括阿城
镇东堤村、古城镇西曹村等；
莘县7个，包括王奉镇前耿楼

村、古城镇徐楼村等；茌平县
6个们包括郭堤口村、王菜瓜
村、朱楼村等；东阿县7个，包
括陈集乡于北村等；冠县6
个，包括定远寨镇任洼村、万
善乡马王段村等；高唐县2
个，包括姜店镇西郭村和琉
璃寺镇秦庄村。

据悉，将针对入选的这
些村落，实施乡村旅游扶贫
八大行动：乡村环境综合整
治专项行动，规划启动“六小
工程”，确保每个乡村旅游扶
贫重点村建好停车场、旅游
厕所、垃圾集中收集站、医疗
急救站、农副土特产品商店
和旅游标识标牌；旅游规划
扶贫公益专项行动，组织和
支持300家旅游规划设计单
位开展旅游规划扶贫公益行
动，全国每年促成不少于500

个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与规
划设计单位结对，5年完成
3000个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
的规划编制；乡村旅游后备
箱和旅游电商推进专项行
动，支持乡村旅游扶贫重点
村在邻近的重点景区景点、
高速公路服务区、主要交通
干道旅客集散点等设立农
副土特产品销售专区。开展
旅游电商万村千店行动，到
2020年，全国建设1000家
“乡村旅游后备箱工程示范
基地”，销售产值8000亿元，
带动不低于50万户贫困户
脱贫；建设1000个乡村旅游
扶贫电商示范村，每年实现
旅游商品销售100亿元；万
企万村帮扶专项行动，组织
动员全国1万家旅游企业、
宾馆饭店、景区景点、旅游

规划设计单位、旅游院校等
单位，对乡村旅游扶贫重点
村进行帮扶脱贫；百万乡村
旅游创客专项行动，组织和
引导百万返乡农民工、大学
毕业生、专业艺术人才、青
年创业团队等各类“创客”
投身乡村旅游发展，通过一
系列的创意研发、产品开
发、宣传推广，推动乡村旅
游实现转型提升、创新发
展；金融支持旅游扶贫专项
行动，探索建立乡村旅游投
融资主体、担保平台、风险
准备金制度及信用评级体
系，优先在乡村旅游扶贫重
点村进行授信，为贫困户提
供小额贷款，相关部门给予
贷款贴息；扶贫模式创新推
广专项行动和旅游扶贫人才
素质提升专项行动。

市工商局走访

慰问双联共建村

两爱心企业向村民捐赠物资

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用

带动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聊城64个村被列入全国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

入入选选村村落落将将实实施施乡乡村村旅旅游游扶扶贫贫八八大大行行动动

见镇党委书记张海峰又来上门走访，莘县王庄集镇李官村孤寡老人李义臣感动得落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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