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聊城 4月 2 5日讯
(记者 李军 ) 4月25日，
2018聊城市全民健身月启
动仪式暨聊城市第八届全
民健身运动会开幕式在人
民广场举行，现场进行了
舞狮、健身气功、太极拳、
武术等项目的展演，聊城
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马丽红
出席仪式并宣布开幕。

聊城市体育局局长程
道会现场致辞，继续完善
群众身边的健身组织，构
建群众体育社团、体育俱
乐部、体育健身团队、社会
体育指导员队伍的群众体
育健身组织网络；建设群
众身边的健身设施，为群
众创造更加优异的健身环
境和条件；组织群众身边的
健身活动，以品牌特色活动
引领群众广泛参与常态化
体育健身活动；举办群众身
边的健身赛事，引领更多群
众参与体育赛事，享受竞技
运动的快乐；提供群众身边
的健身指导，加大社会体育
指导员志愿服务力度，开展
国民体质监测，为群众开具
个性化的“运动处方”提供
精准化的健身服务；讲好群
众身边的健身故事。通过对
社会体育组织带头人、健身
榜样等先进典型进行宣传，
推广健康新理念，培育健身
新风尚。

倡议从现在开始，大

家积极行动起来，以热爱
生命、热爱运动的态度放
下手机、放松心情、走到户
外，拥抱阳光，融入自然，

养成经常锻炼身体的好习
惯。每个人都做到“每天锻
炼一小时，健康工作五十
年，幸福生活一辈子”，用

健康的体魄和饱满的精神
状态更好地投入到工作和
生活中去，实现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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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拉开第八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大幕

现场展演。

本报聊城4月25日讯(记
者 杨淑君 凌文秀 通
讯员 田莉 ) 为丰富“五
一”期间广大市民的精神文
化生活，活跃节日气氛，由
中共聊城市委宣传部、聊城
市文广新局主办，聊城市旅
游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聊城东昌湖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东昌府区文化馆承办
的“春韵水城--庆五一·纪
念改革开放40周年暨聊城
撤地设市20周年”系列公益
演出活动将在东昌湖景区
月亮岛大舞台举办。

演出时间：4月28日、4

月29日、4月30日、5月1日
19：30——— 22：30；

节目形式：歌唱、舞蹈、戏
曲、相声、小品、魔术、杂技等；

演出内容：以歌唱改革
开放四十年聊城发展变化
及各行各业崭新的精神风
貌为主。

聊聊城城撤撤地地设设市市2200周周年年系系列列演演出出将将举举办办
时间：4月28日至5月1日，地点：月亮岛大舞台

扫码查看详细节目单。

“打赢脱贫攻坚战，党
员干部奋战一线”，临清烟
店镇在脱贫攻坚中注重发
挥党员干部示范引导作用，
有力地推动了该镇脱贫攻
坚顺利开展。

在脱贫攻坚中，烟店党
委、政府主要领导主动深入

村庄一线，现场调研，通过
召开两委干部、党员、村民
代表及贫困户参加的贫困
户帮扶措施研判会及民主
评议会，对贫困村、贫困户
扶贫方向和路径进一步研
究讨论，在对贫困户逐户研
判的基础上，因户施策制定

帮扶措施。
党员干部结对帮扶。烟

店镇在全镇开展党员干部
结对帮扶贫困户活动，充分
发挥党员“排头兵”作用，扎
实推进精准扶贫工作的有
序开展，镇机关全体党员干
部深入村组开展一对一，多

对一帮扶活动，通过帮助贫
困户，理清脱贫致富思路、
夯实脱贫措施，传授脱贫致
富经验，力促精准施策、精
准帮扶，真正让党员在服务
脱贫攻坚工作中彰显本色，
以党建引领脱贫攻坚工作
见成效。 (刘国军)

临清烟店镇：打赢脱贫攻坚战党员干部奋战一线

为进一步落实“两不
愁、三保障”，做好扶贫对象
动态管理工作，准确掌握贫
困村和贫困户的基本情况，
早日打赢脱贫攻坚战。近
日，临清青年办事处成立走
访小组，深入全镇贫困家庭
中开展摸底调查工作，与贫
困户“认门结亲”。

走访调查中，走访小组

采用入户调查方式，严格
按照“一进两访三看”(进村
入 户 ；访 困 问 需 、访 贫 问
计；看住房是否危房、看饮
水是否安全、看厕所是否
改造 )的要求，详实地了解
了贫困户家庭情况、收入
来源、耕地面积、孩子教育
等相关问题，并按照“谁入
户、谁签字、谁负责”的原

则，如实填写完善贫困人
口调查登记表。青年办事
处要求走访工作人员对照
贫困户建档立卡的信息逐
一进行检查核实，区分因
病、因灾等不同致贫原因，
准确掌握贫困村、贫困户
的基本情况，切实把未脱
贫户、已脱贫享受政策户、
已脱贫不再享受政策户摸

清，做到扶贫路上不掉一
村，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确保收集的每一条数据真
实有效。

通过此次走访摸底，进
一步查找贫困户的症结所
在，明确接下来的帮扶方
向，制定切实可行的帮扶措
施。

(刘建文)

临清青年办事处扎实开展精准扶贫走访调查工作

“小茜人勤快、工作扎实。虽然
来我们村的时间不长，但是很快就
像小棉袄一样贴近我们的心窝了”
阳谷县西湖镇赵王楼村支部书记赵
士林对今年上任的大学生村官蒋茜
赞口不绝。

去年7月，蒋茜通过省委组织部
选调优秀大学生到村任职考试，成
为一名大学生村官，担任阳谷县西
湖镇赵王楼村担任村委主任助理。
为了尽快熟悉村内的具体情况，她
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逐个走访
了全村128户群众，这不仅让她迅速
熟悉了村内的情况，并且很快得跑
进了群众的心坎里。

赵传举是赵王楼村唯一的一家
低保户，他本人患有重度结核病，妻
子已于去年病逝，儿女年幼。蒋茜主
动担任了这两个孩子的“家庭辅导
员”，为他们辅导功课。

临近新年时，蒋茜为贫困群众、
留守儿童、老党员送去中国结、“福”
字、剪纸等新年礼物，送给他们新春
的祝福和美好的祝愿。村里的路土
路十分破旧，在她的努力下。目前，
赵王楼村“户户通”工程已接近尾
声，改变了过去“阴天一脚泥，晴天
一身土”的局面。

“扶贫攻坚，时不待我。”蒋茜仅
永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这个倔强
的女孩子，就用自己的勤奋和信念
跑进了群众的心坎里。 (刘月洁)

蒋茜：跑进群众心坎的

扶贫尖兵

近日，原山东省卫生厅巡视员、
省护理学会理事长刘玉芹、省护理
学会副秘书长程琳等一行4人赴省
卫生计生委“第一书记”帮包村———
聊城市阳谷县寿张镇大杜村走访慰
问困难群众，省卫生计生委“第一书
记”带队组长刘志涛、大杜村“第一
书记”王添印等5名“第一书记”及镇
政府有关同志陪同走访。

刘玉芹一行察看了2017年产业
扶贫项目食用菌大棚基地，听取了

“第一书记”王添印的工作情况汇
报，对寿张镇5名省派第一书记通过

“企业+基地+农户”的方式，把建档
立卡贫困户纳入产业化经营链条的
做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刘玉芹一行还来到第一书记们
住处看望并座谈，她指出，“第一书
记”一定要真正融入到百姓中去，做
到懂农村、懂农民、懂农业，不忘初
心、俯下身子、找准定位，拜群众为
师，敢担当奉献，拿出“绣花”功夫，
把扶贫工作做精做细做实，让群众
早日走上致富路。 (秦蕊)

省护理学会刘玉芹理事长

来阳谷走访慰问困难群众

走进阳谷县七级镇新丰村
益农有机生态葡萄园，只见绿
油油的葡萄正开花结果。园主
屈秋林是新丰村村委委员，
他 正 在 棚 里 给 葡 萄 疏 果 打
叉。“俺种了 2 1亩葡萄，今年
是第三年，正值盛果期，去年
每亩纯收入达到1 . 2万元，看

长势，今年每亩纯收入下不
来2万元。”屈秋林满有把握地
说。

除了葡萄，屈秋林在村外
还 养 殖 了 1 0 0 多 头 猪 ，采 取

“猪—沼—葡萄”生态种养模式
和猪粪生物发酵“零排放”等技
术，利用沼渣沼液和发酵的猪

粪上葡萄，既减少了化肥农药
的使用，减低了种植成本，又保
护了生态环境。

村民屈秋成，身体残疾，
家境困难。屈秋林便主动帮助
他家种植了3亩葡萄，并在资
金、技术和销售上给以全力帮
助，使屈秋成一家解了燃眉之

急，走上了致富路。“我是村干
部，不能让任何一个贫困户掉
队，这是我的职责。”在屈秋林
的帮助带动和影响下，全村已
发展起8户葡萄种植户，面积
达50余亩，平均每亩纯收入1 . 2
万元。

“下一步我打算用我自己

的现身说法，把俺村建成种植
葡萄专业村，集采摘、观光、旅
游、美食、葡萄酒加工销售、科
技研发于一体的生态乐园，吸
引更多的游客前来观光旅游，
乐享美好时光。”屈秋林对未来
梦想充满信心和希望。

(杜汉书)

屈秋林：传、帮、带得民心

挂失声明
山东大洋钢管制造有限公司

开给聊城市千鹤钢管有限公司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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