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聊城12月10日讯(记者
郭庆文 通讯员 陈卓 张

萌) 12月8日，聊城消防支队
在莘县大队举行葛宇航英雄中
队揭牌仪式，省消防总队党委
书记、政治委员王伟，聊城市副
市长、公安局长成伟，莘县人大
常委会主任张宪华出席会议并
讲话，会议由县委副书记吴黎
明主持，英雄葛宇航的父亲葛
令森、母亲高艳，聊城市政府办
公室副主任李猷春，支队政委
李军，支队长张洋，基层消防官
兵等参加仪式。

王伟指出要进一步掀起学
习热潮，铸牢忠诚于党的理想
信念。迅速组织开展新一轮向
宇航同志学习的活动，引导教
育部队要像他那样，始终把党
和人民的利益摆在高于一切的

位置，把对党的无比忠诚、对消
防事业的无比热爱化为实际行
动，忠于职守，尽职尽责，永做
党的忠诚卫士。要进一步强化
使命担当，打造能打胜仗的消
防铁军要学习宇航同志恪尽职
守、不辱使命的敬业精神，狠抓
部队执法水平和灭火救援能力
建设，打造一支特别能吃苦、特
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消防铁
军。要进一步抓好作风建设，树
立作风优良的良好形象要学习
宇航烈士爱民为民、无私奉献
的高尚情操，牢固树立正确的
权力观和利益观，坚决完成好
党和人民交给的各项工作任
务，让地方党委政府放心，让人
民群众满意。

王伟看望葛宇航父母，并
进行亲切交谈，详细询问家庭

生活情况，有无困难，嘱咐支
队、大队要一如既往地照顾关
心宇航父母，要像对待自己亲
人一样时常送去关心，积极协
调兄弟总队、当地民政，做好力
所能及的帮扶。

授牌仪式结束后，王伟在
中队讲解人员的带领下，参观
了中队执勤办公楼。在葛宇航
烈士事迹展厅，王伟详细观看
了“平凡孕育铮骨”、“熔炉铸就
忠魂”、“荣誉续写丰碑”、“英雄
父母，亲情相系”和“传承遗志，
续写忠诚”五个部分的展示，详
细了解了葛宇航烈士英雄事迹
和聊城支队全体官兵对“宇航
精神“的传承。

最后，王伟观看大队制作
的微电影《传承》，影片改编自
武阳中队官兵的真实故事，主

要讲述一名新兵在“宇航精神”
的感召和激励下，奋力拼搏，逐
渐成长为一名“宇航标兵”的故
事。

期间，聊城市委副书记陈
平会见了王伟一行，并就进一
步加强聊城消防工作和部队建
设交换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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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领导共同为葛宇航英雄中队揭牌。

前不久，莘县东鲁街道潘
庄村贫困户潘学良在街道工
作人员帮助下，当上本村保洁
员环，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
在脱贫攻坚工作中，莘县东鲁
街道结合贫困户实际情况，实
施就业扶贫，助力贫困户脱
贫。

为了让公益性岗位落到

实处，实现“一人长期就业，
一户稳定脱贫”，东鲁街道在
精准识别、精准确认的基础
上，按照“不漏一户、不落一
人”的要求，对全街道建档立
卡的贫困人口就业状况、就
业意愿，就业需求等情况进
行逐户走访、逐人摸底、逐一
登记，在充分尊重群众意愿

的基础上审核确定了享受公
益性岗位就业帮扶政策的贫
困户，有针对性地安排了公
益性岗位，帮助他们实现就
业，增加家庭收入。目前共安
排了21名贫困户在巡防、环
卫、保洁保绿、邻里互助岗位
上岗。

(王志强)

莘县东鲁街道就业扶贫促脱贫

今年以来，莘县河店镇创新
党建工作新思路，积极探求精准
扶贫新路子，以“党建+精准扶
贫”工作思路，着力实施产业扶
贫、医疗救贫等，从经济脱贫、健
康脱贫等方面助推扶贫攻坚。

“党建+产业扶贫”。河店

镇以“强镇、兴产、富民”为目
标，按“支部带头、党员示范、
合作社架桥、村民合力”的发
展模式，综合发动党支部和党
员力量，积极推动实施国家脱
贫攻坚以来政策和重点项目。

“党建+医疗救贫”。将全镇

贫困户数据提供给镇卫生院，
由镇卫生院牵头，对辖区内贫
困户提供免费体检，根据病情
病因，有针对性地开展免费随
访、指导健康等服务。同时，积
极联系县级医院进村开展诊疗
服务群众义诊活动。 (王尚飞)

莘县河店镇“党建+”助力精准脱贫

“感谢党组织的关心，让
俺这贫困户沾上光。”近日，莘
县河店镇西大杨村贫困户楚
凤云，领到1922元光伏产业项
目收益资金后高兴地说。

今年已70岁的楚凤云的
爱人已患病去世，自己又患癌
症，家中还有一个脑瘫儿子，

全家无劳动力，只能靠土地流
转金及平时爱心捐赠金勉强
度日，脱贫难度大，易返贫。如
何确保脱贫路上不落一人，成
为地方政府的一道考题。

在扶贫工作中，莘县把
“光伏扶贫”项目作为实施精
准扶贫的一项重要举措，通过

利用村集体的闲置屋顶，从
2015年开始，陆续投资，在全
县集中和分布式光伏发电项
目，年人均预计增收1000元。
今年河店镇共发放光伏补贴
近10万元，真正使阳光变财
富，实现了分享阳光财富”。

(王尚飞)

莘县河店镇“阳光收入”情暖贫困户

为全面落实“八个一”工
作，为贫困人口提供便捷有
效的医疗服务，莘县十八里
铺镇卫生所特安排为期十天
的对未能落实健康体检的贫
困户逐一落实，实施挂图作
战。

十八里铺镇卫生院制定
了详细的体检任务明细表、入
户体检工作流程图，进村入户
进行宣传动员，并建立了24小
时值班工作制度，最大程度地
便利群众随时检查、随时咨
询。针对检查结果，医务人员

向贫困群众讲解了健康知识，
对他们的饮食卫生习惯进行
指导和评估、提出合理化的治
疗建议，并及时更新个人健康
档案，将因病致贫人口纳入科
学化、动态式管理。

(吕翾 王远征)

莘县十八里铺镇开展健康体检

莘县燕店镇扎实推进精
准扶贫档案整理工作，尤其是
积极完善贫困户的黄皮档案、
扶贫手册，为服务精准扶贫打
下坚实基础。

该镇将每阶段工作任务
进行分解，倒排时间表，明确
到天，具体到村到人，一抓到
底，确保软件资料整理工作按
时按质完成。对填写的各类表

册认真开展“回头看”，对漏
项、缺项，以及文字表述不完
整、不准确的进行补充完善，
全面提升数据的准确性和真
实性。 (付勇)

莘县燕店镇推进扶贫档案整理工作

“现在的乡镇干部真的
忙，一大早就进村入户，问长
问短，没有一点架。”看着刚从
自家门口出去的驻村干部明
沛的背影，俎店镇许村60多岁
的盛大爷感叹道。

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干出
样子给百姓看。该镇按照“精准

帮扶、责任到人、限期脱贫”的
工作思路，把最优势的资源投
向最贫困的村，让最有能力的
干部帮联最贫困的户，抽调作
风扎实、综合素质高、善于做群
众工作的干部入驻各村，实施
精准扶贫工作，把贫困户落实
到具体的帮扶干部头上，做到

责任主体落实，对象户主落实、
帮扶措施落实、跟踪督查落实
和脱贫效果落实，实现扶贫方
式真正扶到点上、扶到根上。截
至目前，扶贫工作小组已走访
农户率达到100%，为贫困家庭
农村劳动力提供劳务信息60余
条，帮办实事30余件。(王彦东)

莘县俎店镇驻村帮扶添动力

自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
打响脱贫攻坚战以来，在双联
行动和精准扶贫的推动下，开
发区北城街道贫困村的面貌

正悄然发生着改变。以秦庄村
为缩影，贫困户通过土地流
转、就近就业、扶贫资金入股
企业分红、金融扶贫、光伏发

电等方式，精准扶贫强力推
进，农民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的同时，幸福感也在一路攀
升。 (张博)

开发区北城街道贫困村大变样

据了解，开发区在提高村
民收入的同时，更加注重人文
关怀。秦庄村典型的贫困户黄
强，2007年因为一场突如其来
的车祸，由家里的顶梁柱变成
了植物人。为了治疗，他的母
亲和妻子变卖了家里的财产，
花光了所有积蓄，生活曾经一
度陷入绝境。黄强的老母亲甚

至曾经一度想过要和儿子一
起离开这个世界，以减轻儿媳
和孙子的生活负担。但是多年
来，政府不断地给予他们生活
的照顾和精神的关怀，尤其是
2015年以来，黄强家的收入已
经比之前翻了两番，这让他们
又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

(张博)

开发区人文关怀助脱贫

85名帮扶责任人集中时间
精力，进村入户开展帮扶工作，
全面梳理致贫原因和生产生活
困难，倾听贫困户所思所想。引
导贫困家庭发展适合自身的产
业，落实帮扶资金，协调解决贫
困户的危房、就学、就医等实际
困难，确保应享尽享。

结合当前扶贫工作现状，
因户施策，列出产业扶贫、教

育扶贫、健康脱贫和扶贫小额
贷款等方面的帮扶清单，分项
制定落实方案，明确责任人，
抓好落实。利用微信工作群及
时通报扶贫工作进度，发布工
作提示清单。加大工作调度和
检查力度，对落实不力的帮扶
责任人，采取约谈问责、组织
处理等措施，确保脱贫攻坚取
得实效。 (刘金忠 王倩)

高新区韩集乡因户施策助力扶贫

今年以来，韩集乡在脱贫
攻坚工作中，不断创新工作方
式方法，充分利用现代互联网
技术，将微信平台与扶贫开发
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建立了“韩
集乡扶贫工作微信群”，把扶贫
业务搬上手机，开展“掌上”精
准扶贫，让扶贫工作动态“近在
眼前”。

充分利用微信工作平台，

及时发布最新扶贫政策、动态
成效、先进经验和整改措施，供
各帮扶干部下载保存，随时学
习。通过微信群，以图文形式展
示脱贫攻坚措施，“晾晒”过程
细节，确保工作有声音有图象。

“很多事情只要在群内发出指
令，便能迅速贯彻落实，难题也
可以迎刃而解”，乡扶贫办主任
李秀伟说。 (刘金忠 王倩)

高新区韩集乡微信群助力脱贫攻坚

莘县樱桃园镇对扶贫开
发项目实行严格的招投标制
度。该镇所有扶贫开发的基础
设施项目，镇政府有关部门都
实行招投标，坚决杜绝“暗箱
操作”和“人情工程”。招投标

由镇党委政府主要领导主持，
镇纪委、镇扶贫办等部门监
督，中标单位或个人与项目单
位签订项目实施合同书，明确
双方的责任与权利。

(金鑫 程国栋)

莘县樱桃园镇
扶贫开发项目严格实行招投标

近日，妹冢镇科协、农机
站工作人员走进了后冯村贫
困户家中的麦田里，现场对该
村的贫困户进行小麦种植技
术辅导。工作人员从小麦生长
的周期、天气情况、常见病变
及预防措施等方面进行了现

场培训，回答了贫困户的现场
咨询，并发放了农技图书。

据了解，妹冢镇定期组织
科协、农技站等涉农部门开展
科技扶贫辅导活动，将实用的
农业技术送进贫困户身边，深
受贫困户欢迎。 (王德卫)

莘县妹冢镇：技术扶贫效果好

妹冢镇在脱贫攻坚战过
程中，全面加强党委的主体责
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强化扶
贫领域的廉政建设。出台实施
脱贫廉政建设细则，有关部门
和个人认真学习，做到警钟长
鸣，夯实廉洁基础；镇党委书
记不定期为镇村干部上党风

廉政课，进一步阐述扶贫领域
容易诱发违反纪律的细节，增
强镇村干部思想认识；加强纪
委的监督责任，镇纪委定期组
织人员对全镇扶贫领域进行
监督和审计，发现不足，立即
整改，确保全镇扶贫领域的廉
政建设取得实效。 (王德卫)

莘县妹冢镇：抓好扶贫领域廉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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