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宣传教育工作是计生协
会工作情况中非常重要的一
个方面，为落实中国计生协、
省计生协宣传工作要求情况，
聊城市全面加强宣传教育工
作的力度，基层计划生育宣传
教育开展情况、社会宣传开展
情况实行天天关注、周周在行
动、月月要上报的工作计划，
2017年聊城市计生协宣传教
育工作取得很大的进步。

开展宣传月活动。2017年
5月份为全市“计生助福—进
村入户宣传月”活动时间，聊
城市计生协指导各县(市区)
接合当地实际开展了丰富多
彩的宣传服务活动。据统计，

2017年全市共举办群众性文
艺演出315场次，受益人数达
4 . 4万余人。

加大媒体宣传力度。2017
年，市协会办公室在国家、省、
市级媒体共发表文章60篇，其
中国家级1篇，省级42篇，市级
17篇，比2016年全年发表的稿
件多30件。全市各级计生协在
市级以上媒体发表稿件227
篇，其中国家级3篇，省级127
篇，市级96篇，也比2016年有
所提高。

宣传工作喜报频传。2017
年年初，聊城市3名同志被评
为全省计生协2015-2016年度
优秀宣传员。5月份，在省协会

举办的全省“好新闻评选”中，
全市有10件作品获奖，其中

《用健康教育为青春成长护
航》被评为一等奖，另有二等
奖1件。三等奖2件，优秀奖6
件。聊城市计生协会因为新闻
宣传工作业务突出，组织严
密，被山东省计生协会评为

“优秀组织奖”。
本着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用勤奋和汗水换取了成绩，也
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好评。2018
年新的一年里，面对一个个新
的挑战，聊城市计生协会工作
者攒足精神，继续奋斗，把协
会工作做到更好、更满意。

(陈云 陈冬梅)

舆舆论论倡倡导导，，营营造造氛氛围围，，全全面面宣宣传传协协会会工工作作

冠县将健康扶贫作为打
好脱贫攻坚战的重要举措，聚
焦薄弱环节，完善政策措施、
整合优质资源、提升工作能
力，以“五个确保”推进健康扶
贫落地生效。

完善兜底保障机制，确保
贫困群众看得起病。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全部参加基本医疗
保险和大病保险，大病保险补
偿起付线减半；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参加商业医疗补充保险，
每人每年补助150元，将住院
医疗费用实际报销比例提高
到95%以上，个人承担仅为医
疗总费用的5%。为解决长期服
药贫困人员医药负担，县委、
县政府研究出台《关于减轻农
村贫困人口长期服药人员医
药费用负担的暂行意见》，在
脱贫攻坚期，对全县建档立卡
符合条件的贫困人口长期服
药人员进行补贴。目前，正在
核定符合条件的贫困人员，核
准后将开始发放补贴。

落实门诊优惠、推进“先
诊疗后付费”惠民政策，确保

贫困群众看得上病。为2 . 4万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印制了专
门的便民手册和就医就诊卡
(健康扶贫便民惠民卡)，所有
定点医院全部设置便民惠民
门诊，实行“首诊负责制”、住
院“先诊疗后付费”等优惠服
务。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在县内
各级定点医疗机构，首先持

“健康扶贫便民惠民卡”在“便
民惠民门诊”登记后看病就
医，实行“首诊负责制”，门诊
治疗享受“两免两减半”政策
优惠。实行慢性病病人补充医
疗保障政策等。

实施“三个一批”行动计
划，确保健康扶贫落实到人、
精准到病。针对患有大病和长
期慢性病的贫困人口实施分
类分批施救。即：一、大病集中
救治一批。出台《冠县农村贫
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工作方
案(试行)》，将国家确定的7类
11种重大疾病患者实行市县
乡定点医疗机构之间“双向转
诊”、“绿色就诊”制度。二、慢
病签约服务管理一批。以1778

名慢性病人群为突破口，建立
以慢病随访和健康体检为切
入点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包。
年内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签约
服务率达到95%，因病致贫返
贫人群签约率达到100%。三、
重病兜底保障一批。对医疗费
用负担重、患有重病的因病致
贫、因病返贫贫困户，通过医
疗救助、医保倾斜、医疗补充
保险，动员社会力量帮助等措
施，实行兜底保障。

建立家庭医生和乡村干
部健康扶贫“双签约”制度，确
保贫困群众就医保障、报销有
人管。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能
力，确保贫困群众县域内得到
有效救治。开设分院型医疗联
合体，今年聊城市第四人民医
院在冠县设立分院，冠县人民
医院、冠县中心医院、冠县中
医医院结合医疗体建设、城乡
医生对口支援等工作，下派医
生38人，定期到基层卫生院坐
诊和培训乡村医生，有力促进
了分级诊疗工作的开展。

(张晓明)

冠冠县县““五五个个确确保保””强强力力推推进进健健康康扶扶贫贫

1月26日，省计生协专职
副会长郭占峰及各部室负责
同志一行16人，到阳谷县走访
老党员、慰问计生困难户，指
导乡、村计划生育协会工作。
省计生协领导看望了省计生
协驻十五里元村的第一书
记，走访慰问了计划生育困
难家庭和部分老党员，并进
行主题党日活动。省计生协
会领导一行进村入户，到帮
扶项目蔬菜大棚中座谈，对
帮扶项目的建设、承包、建档
立卡、收益情况详细了解，对
太阳能路灯安装、下水道建
设、自来水和旱厕改造等帮
扶项目的进展情况进行了具
体的指导，对遇到的情况细
致研究解决。省协会领导还
分三组分别对计划生育困难

家庭和部分老党员进行了走
访慰问，为他们送去了食用
油、面粉等生活用品。1946年
入党，今年已95岁的老党员
张君礼激动地表示，上级党
组织和各部门关心牵挂老党
员，我们一定养好自己的身
体，全力支持好村里的工作，
积极宣传好党的好政策。省
领导一行还赴刘邓大军强渡
黄河纪念馆进行了主题党日
活动，全体党员进行了宣誓。

省计生协领导的走访慰
问活动和对帮扶村项目的指
导，使乡村干部和群众深受鼓
舞，县乡村计生协会及时研究
措施，把省协会领导指示意见
落到实处，推动新时期计生协
会工作向新的目标奋进。

(陈云 张连峰)

省计生协领导到阳谷县慰问

走访指导基层计生协会工作

近日，全市疾控系统“新
时代 新定位 新作为”主题
演讲比赛在市疾控中心隆重
举行。此次活动是全市疾控系
统十九大精神学习成果的集
中检验，也是“新时代 新定
位 新作为”主题教育活动的
重要内容。

此次演讲比赛分为初赛
与决赛两个环节，来自市疾控
中心和八县(市、区)的54名选
手经过层层选拔，最终有19名
进入决赛。决赛中，选手们紧
扣演讲主题，结合对十九大报
告精神的学习和对“新时代
新定位 新作为”的理解与思
考，围绕工作实际及典型人物
故事娓娓道来，塑造了一个个
立足岗位、无私奉献的典型形
象，充分展示了疾控系统广大
干部职工积极向上的精神风

貌，激发了全体同志立足新时
代、展现新作为的工作热情。
经过激烈角逐，共评选出一等
奖1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6
名。

赵金星主任指出，选手们
用不平凡的经历与感悟，良好
展示了疾控风采，树立了疾控
形象，演绎了疾控故事。他说，
全市疾控系统要以“新时代
新定位 新作为”主题教育活
动为契机，围绕活动精神，持
续不断地开展好各项工作；全
市疾控系统的党员、团员、青
年干部也要不断努力，创造出
无愧于新时代的成绩；全市疾
控工作者要以饱满的热情、创
新的精神、务实的作风，在实
现中国梦和聊城疾控梦的进
程中，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

(孟晶)

＂新时代 新定位 新作为＂

聊城疾控系统演讲比赛成功举办

日前，2017年全省“金蓝
领”技能鉴定考核在山东工程
技师学院顺利完成，标志着该
院承担的2017年度全省“金蓝
领”培训项目圆满结束。此次
鉴定考核共有237人参加，其
中技师133人、高级技师104
人，涉及维修电工、焊工、汽车
修理工、机修钳工、数控车工、
水泥生产制造工、化学检验工
等7个工种。

山东工程技师学院高度
重视“金蓝领”培训工作，把最
好的师资、最好的实训设备用
于承担“金蓝领”培训任务，抽
调经验丰富的骨干教师组成

“金蓝领”培训团队，根据企业
实际制定详细的教学计划，精
心准备教案、课件、实训项目
等，充分利用周六、周日、节假
日授课，并结合企业实际条件
到企业授课，化解工学矛盾，
深受企业、职工欢迎，效果良
好。该院自2006年开始承担

“金蓝领”培训项目以来，每年
都举办“金蓝领”培训，不断创
新培训培养模式，增强培训的
针对性、有效性，为企业培养
出大批急需的高技能人才，累
计培训合格学员近3000人，遍

布全省各行各业，提高了全省
企业职工队伍的整体素质和
综合技能，有力促进了我省经
济社会发展。

“金蓝领”培训是我省率
先开展的高技能人才培训项
目，主要面向我省企业在职职
工和职业院校专业教师，该项
目通过政府财政补贴的方式，
鼓励企业职工学习技术提高
技能，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急
需高技能人才。受训人员经鉴
定考试合格后可取得相应工

种的技师或高级技师职业资
格。参加高级技师培训人员年
龄应在55周岁以下，取得本职
业(工种)技师(二级)职业资
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3
年以上；参加技师培训人员年
龄应在50周岁以下，取得本职
业(工种)高级(三级)职业资
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3
年以上；每年5月至7月到山东
工程技师学院培训鉴定处报
名。

(龚长山 闫爱华)

山山东东工工程程技技师师学学院院

承承担担省省““金金蓝蓝领领””培培训训项项目目顺顺利利结结束束

日前，2017年全省“金蓝领”技能鉴定考核在山东工程技师学
院顺利完成。

近日，来自聊城大学外国
语学院的青年志愿者服务队员
到东昌府区失能人士集中供养
中心进行志愿服务。志愿者们
为老人晒被褥，打扫房间，陪他
们聊天，并照顾失能人士们用
餐。在寒冬里，通过力所能及的
小事，给失能人士们送来了一
缕阳光，让他们从心底感受到
了来自社会的温暖。

志愿者们也纷纷表示，此
次活动让他们认识到，社会上
还有许多需要大家关注和伸
出友谊之手的弱势群体，在下
一步的活动中，要以志愿服务
的方式关心失能人士，尽自己
的绵薄之力，给弱势群体献出
一份关爱，为形成全社会脱贫
攻坚合力做出自己的一份贡
献。 (李思哲)

聊城大学青年志愿者

为失能人士送去冬日温暖

2017年，东昌府区根据上
级文件精神和全区扶贫攻坚
工作安排，经过多方筹措，采
取“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措施，
投入财政资金526万元，全力
保障扶贫攻坚工作。

东昌府区村级公益事业
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工
作与精准扶贫、“第一书记”帮
包村有效结合，充分发挥“一
事一议”财政奖补与精准扶贫
工作高度契合的政策优势，吸
引社会资本和民间资本参与
村级公益事业建设，集中财

力，统筹安排了财政资金526
万元，用于全区5个镇、25个省
定贫困村(其中，省派“第一书
记”帮包村15个)的公益性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

通过开展“一事一议”财
政奖补工作，进一步完善了
村民自主议事制度，为农村
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增强完善了省定贫困村的村
内小型水利设施，拓宽平整
了村内道路，村容村貌日益
亮化美化，公共活动场所得
到有效改善。

东昌府区：

“一事一议”建设村级公益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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