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从聊城经济技术开
发区扶贫办了解到，从9月1日
起到12月31日前，共分成三个
阶段，全面完成基本脱贫任
务。

摸底调查活动严格按照
国家、省、市贫困人口认定要

求和标准，逐一核实、逐一登
记，详细了解家庭收入、贫困
原因、帮扶措施、实际困难，
真正把底数摸实、摸透、摸到
位。对筛选出的贫困户和贫
困村，由帮包责任人和村第
一书记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帮

扶措施，实行“一户一策”“一
村一业”，对照差距定措施，
定好措施抓落实。扶贫办建
立“精准施策台账”，每一户
每个村都要落实到位，逐一
销号。

(张博)

开发区“精准施策台账”助脱贫

据了解，年前最后一个月
是开发区扶贫办“精准验收”
阶段，将对扶贫成果进行检查
验收，对照脱贫标准和退出程
序，逐村逐户销号，做到脱贫
到人。

验收将采取镇街初验、区

级复核、第三方评估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贫困户验收程序包
括公示脱贫标准、镇街入户初
验、公示初验结果、民主评议、
区级验收；开发区物流园区和
各乡镇(街道)对各自的脱贫
成果和实效形成详细的自查

报告，总结扶贫工作的经验和
教训。用精准验收的高标准、
严要求，来提高持续脱贫、稳
定脱贫的质量，将贫困群众是
否满意作为验收工作的最高
标准。

(张博)

开发区“精准验收”扶贫成果

近日，为做好迎接省脱贫
攻坚第三方评估工作，韩集乡
多项措施帮贫困户算清“脱贫
账”。

韩集乡为使贫困户达到

精准脱贫，组织扶贫办、民政
所、社保所、财政所等部门紧
密配合，精心统计扶贫资金到
贫困户情况，填写资金收支算
账表送至贫困户手中。帮扶责

任人为每户贫困户算好账后，
让贫困户现场签字确认。让干
部和群众心中都有本“明白
账”。

(刘金忠 王倩)

高新区韩集乡“谈心算账”助脱贫

各扶贫帮扶责任人以各村
建档立卡贫困户管理台账和部
门提供数据为基础，按照低保
兜底、残疾补贴、计生补贴、养
老金等分户分类别，深入走访

各自帮扶对象，精准核实、完善
帮扶资金到账相关数据。通过
与贫困户面对面算账，细化各
项进账来源，将每户精准扶贫
户的情况与大家一起挨项比

对、评估核算，做到真实准确。
通过帮扶责任人分别深

入37个村对贫困户开展“谈心
算账”工作，取得明显效果。

(刘金忠 王倩)

高新区韩集乡建档立卡贫困户管理台账

“村民的地，合作社来种、
合作社来管，收益还是村民
的。合作社的目的就是推广农
业机械化，让更多的劳动力解
放出来，真正让老百姓增收获
益。”振兴街道左庄村粮食专
业合作社组织者、村支部书记
左存荣是这样形容合作社的，

“一亩地让村民自己种，算上

人工，一年到头就连200块钱
也落不下。交给合作社托管，
一年两季收成怎么也有2000
多块钱，再加上村民出去打工
的收入，人均增收近1万元。”

左书记的这番话，给村里
的贫困户吃了一颗定心丸，
村里34户建档贫困户纷纷加
入了合作社，这些贫困户大

部分是因疾病或丧失劳动能
力而导致的贫困，合作社的
托管式经营，让他们将自己
的土地利用起来，种植山药、
地参和白蜡特色扶贫项目，
加上光伏扶贫项目的收入，
今年，左庄村的贫困户已全
部实现脱贫。

（张光）

茌平：“合作社+”模式助力精准扶贫

“好心的年轻人来了，为
俺们孤寡老年人送来了香蕉、
苹果、桔子还有大米、白面，谢
谢你们年轻人！”振兴办事处
周楼村西街朱林珍老人，双手
握着志愿者程淑涛激动地说。
据了解，朱林珍一年来多次受
到爱心志愿者帮助、慰问。

朱林珍今年74岁，平时寡居
在家，无稳定收入来源，生活十分
拮据，县里爱心车队18名志愿者
在爱心人士杨培岭、吕瑞良的带
领下，分别向6户贫困户送上了大
米、面条、食用油及衣服、药品，让
困难家庭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七彩年轮志愿者协会与

爱心车队志愿者协会一样，致
力于服务孤寡贫穷老年人，开
展过情系空巢老人、关爱留守
儿童等志愿服务项目12个，同
时定期为社区老人普及“医
疗、法律、安全、环保”等各类
社区知识，累计帮扶老人、贫
困户1200余次。 （张光）

茌平：爱心温暖老年人

茌平县努力做残疾人脱
贫致富的“靠山”，通过开展

“十大”救助工程，全力提升残
疾人幸福指数，全县投入2145
万元，实施助康、助教、助业、
助困、助房等十大工程，建立
听力语言康复中心，聘请听力

语言康复教师，指导听力语言
残疾儿童开展康复训练，对全
县145名视力、听力、语言和智
力残疾儿童实施特殊义务教
育，为生活不能自理残疾人发
放护理补贴，为一至二级重度
残疾人代缴100元的基本养老

保险费，帮助74户农村贫困残
疾人家庭进行危房改造等，保
障全县残疾人在政治、经济、
社会等方面享有同其他公民
平等的权利，提升残疾人幸福
指数。

（张光）

茌平县：做残疾人脱贫致富的“靠山”

肖庄镇按照上级要求，积
极做好今年扶贫对象动态调
整信息录入工作，利用国家扶
贫系统开放的有限时间，加班
加点确保12月17日完成录入
工作。为做好这项工作，该镇
成立了由扶贫办工作人员、管
区主任、年轻机关干部组成的

信息录入小组，统一在扶贫办
公室集中录入，扶贫办工作人
员做好技术指导，严把数据质
量关，做到“零差错”；明确责
任分工，细化分工，录入责任
到人，做到每条贫困户信息数
据有人负责，做到谁录入谁负
责；倒排工期，把握时间节点，

把工作任务分配到每一天，每
天通报各管区的进度，时间服
从质量，保证17日前完成录入
任务；做好检查验收，扶贫办
人员对各管区的录入情况按
照10%的户进行检查验收，进
行信息比对，确保信息真实正
确。 （张光）

茌平肖庄镇积极做好2017年扶贫对象动态调整信息录入工作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温
陈街道采取干部帮包到户、企业
下乡、发展集体经济等多种扶贫
模式帮助贫困户们实现脱贫，所
有干部都奔走在扶贫一线，为每
位贫困户建立精准扶贫档案，每
月至少一次到贫困户家中进行
走访，鼓励和支持他们为脱贫致

富找出路。自从开展“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活动以来，温陈街道把
脱贫攻坚工作和“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结合起来，通过学习党章
党规和系列讲话，在脱贫一线践
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活动开展
以来，村里的道路修好了，下水
道铺设完成了，路灯安上了，文

化活动场所建起来了，生产桥改
建完成，沟渠清淤完毕，老百姓
吃水的自来水管道铺设完成，还
引进了蔬菜大棚，改变村内单一
的产业结构，群众看到了在农村
发展的希望，并表示愿意在自己
的家乡奋斗致富。

（张光）

茌平：农村成为奋斗致富的方向

为切实打赢脱贫攻坚战，
燕店镇高度重视贫困户帮包
工作，为每一名贫困户安排了
帮包干部，做到了帮包全覆

盖。该镇党委书记亲自带头帮
包贫困户，定期到贫困户家中
进行走访，起到了先锋模范带
头作用。

该镇扶贫办在每个月通
报考核情况，作为年终干部考
核的重要依据，以考核促进帮
包工作的全面提升。 (付勇)

莘县燕店扶贫实施帮包全覆盖

日前，莘县东鲁街道下发
“两过一筹”扶贫活动实施方
案，要求各部门关注全街道农
村贫困群众冬季生活问题，保
障贫困群众“过暖冬”“过好
年”。

各部门要抓紧兑付贫困
群众各类生活保障金、资产收
益分红等，让群众有钱过冬过

年。同时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动员东鲁街道所辖企事业单
位和社会各方面力量捐款捐
物，奉献爱心，多渠道筹集资
金物资，严格资金物资管理，
规范各项操作，确保每一分钱
都用到贫困群众身上，每一件
物品都送到贫困户家中。

(刘炳麟 王志强)

莘县东鲁街道确保贫困户有钱过年

扶贫重在励志，脱贫贵在
脱俗。今年以来，莘县河店镇
围绕“移风脱俗，破除封建陋
习”，帮群众减负，切实推进脱
贫攻坚。

河店镇结合社会发展修
订村规民约，建立完善红白理
事会、村民议事会等群众自治
组织，倡导树立新风，引导群
众节俭脱贫。

河店镇以脱贫攻坚为契
机，改革和规范了办理红白事
宜及其他习俗，转变了群众的
陈规陋习，进一步树立“厉行
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
文明理念，切实减轻农民群众
负担，把有限的资金和资源用
于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上，确
保脱贫增收不返贫，共同勤劳
致富奔小康。 (王尚飞)

莘县河店镇移风脱俗助脱贫攻坚

十八里铺镇统筹推进扶
贫开发工作，按照精准化识别
扶贫对象、精确化配置扶贫资
源、精细化管理扶贫项目的总
体要求，大力开展精准扶贫攻
坚。

该镇把对贫困村、贫困户
建档立卡作为实施精准扶贫
的重要基础工作来抓，针对建

档立卡工作识别确认贫困村、
贫困人口的分布情况，对照扶
贫工作目标，把贫困人口最集
中、扶贫工作难度最大贫困户
作为全镇扶贫攻坚的主战场，
按照帮扶到户、责任到人的工
作要求，一户一个脱贫计划，
实现了贫困户帮扶责任人全
覆盖。 (李爱玲)

莘县十八里铺镇精准扶贫全覆盖

周长林是莘县东鲁街道
王庄村的贫困户，年老体弱并
且有慢性病，是东鲁街道的扶
贫对象。2016年，借助扶贫开
发的春风，村两委干部决定帮
其脱贫致富。东鲁街道帮包干
部赵昆峰和村两委干部通过
召开村民代表会，针对该户家
庭实际情况，进行分类指导，
科学制定脱贫计划，做到“一
户一法”。

岗位扶贫。优先安排录用
其为该村保洁员，每月工资收

入700多元。项目扶贫。动员该
贫困户参加畜禽养殖等技术培
训，通过科学化养殖，该户年养
殖收入达1万多元。政策扶贫。
村两委把该户纳入低保户，并
进行慰问救助实行救济式扶
贫，去年该户低保收入达到
2160元。物质扶贫。去年入冬以
来，帮包干部送去两床棉被。

该户在上级政策帮扶下
年收入达到2万元以上，远超
2016年我省3610元的脱贫标
准。 (刘炳麟 王志强)

莘县东鲁街道周长林的脱贫致富路

魏庄镇崔马固村的崔长
山是一位孤寡老人，魏庄镇帮
包干部赵蕴龙每次去他家，老
人都担心以后的生活问题。包
村干部每次听到这话，都劝老
人说：“政府会管您的”。

农村的很多贫困户都存
在着养老难题，为了解决魏庄
镇孤寡老人、残疾人，留守老
人的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问
题，镇政府计划建设三层养老
机构，养老机构属国有性质，

建成后与社会养老机构联营
或委托医院托管，留出20个固
定床位免费提供给符合条件
的贫困户。

目前这个养老机构的建
设工作正在筹备中，魏庄镇政
府承诺，对于这些无劳动能
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抚养
义务人的特殊人群实行兜底
扶贫的政策，解决他们的养老
难题，促进魏庄镇农村和谐稳
定发展。 (李敬 王彦涛)

莘县魏庄镇对特殊人群实施“兜底扶贫”

伴随着2017年第一场雪
的到来，近日，县农机局领导
来我镇走访慰问贫困户。每到
一户，县农机局领导都与贫困
户亲切交谈，详细询问每户的
生活生产情况，并为贫困户送
上了过冬的大衣和暖被，叮嘱

贫困户树立脱贫致富信心，在
党和政府的脱贫攻坚战中实现
脱贫。受到走访慰问的贫困户
纷纷表示感谢，并表示一定在
党和政府的脱贫攻坚工作中，
立足实际，争取自力更生，早日
实现脱贫。 (王德卫 秦晓丹)

莘县妹冢镇：县农机局走访慰问贫困户

近日，妹冢镇民政所为贫
困户发放了过冬慰问物资。镇
民政所工作人员每到一处，都
与贫困户详细交谈，了解其生
活状况，并送上新年挂历和棉
被过冬慰问物资，勉励他们在

党和政府的脱贫攻坚战中，树
立信心，乐观生活，早日脱贫。
贫困户对上级过冬慰问纷纷表
示感谢，表示一定在按照党和
政府的脱贫攻坚工作优惠政策
下，实现早日脱贫。 (王德卫)

莘县妹冢镇：向贫困户发放过冬慰问物资

为加强学校教学常规管
理，促进教学常规环节的扎实
推进，切实提高教育教学质
量，使教学常规工作细致化、
规范化。12月14日站前实验小
学每月一次的作业大检查又
拉开了帷幕。此次检查重点
为：老师的个人备课；教学进

度；课堂作业以及该校的特色
作业：五项积累、听写、练字、
每日一题、听算等。从常规检
查就可以看出该校以形成认
真教学的良好氛围，教师能按
照学校的具体要求进行备课、
批改作业。

(通讯员 胥淑敏)

做到细处 抓好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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