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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3新闻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城事

本报聊城7月2日讯(记者 李
怀磊 通讯员 付延涛) 6月30
日上午，聊城市公安局召开96110
全国反诈专线开通仪式新闻发布
会，全国反诈专线聊城正式“上
线”，专门用于对电信网络诈骗预
警拦截、电话劝阻。发布会上，聊
城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
鹏介绍了全市公安部门反电诈工
作情况及96110专线情况，聊城市
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殷广国主
持发布会。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电
信网络诈骗犯罪在全市呈现逐年

上升的态势，可以说是无孔不入、
无所不及，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深
恶痛绝、反映强烈，已经成为影响
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的突出问
题。从发案类型来看，主要是刷单
类，贷款、代办信用卡类，虚假购物
消费类和冒充客服退款类，这四类
案件就占到了全部案件的63%。

李鹏介绍，针对电信网络诈
骗犯罪高发难破现象，公安机关
组建了市县两级的专职反诈队
伍，以快制快、以专克专，严厉打
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广泛开展
反诈宣传，建立了诈骗手法快速

发布机制、全覆盖的防诈骗提醒
机制和全民化的防骗宣传参与机
制。提高技术反制能力。今年以
来，市反诈中心已经处置各类预
警信息15000余条，成功阻止了一
大批诈骗案件的发生。这次96110
反诈专线的开通，就是进一步提
高技术反制水平，提高预警劝阻
能力的一项具体措施。反诈中心
民警在以往日常预警劝阻工作
中，由于办公电话辨识度不高，常
常被受害受骗群众所质疑，以致
于预警效果大打折扣，甚至有些
预警办公电话被标注为骚扰或者

诈骗电话，严重影响了公安机关
公信力。按照国务院反诈联席办
的统一部署，全市公安机关积极
筹备、加快建设，96110反诈专线
于正式开通，专门用于对电信网
络诈骗预警拦截、电话劝阻。

据介绍，“96110”预警电话主
要功能有：劝阻功能：当群众接到
96110这个号码打来的电话时，说
明其正在遭遇电信诈骗或者属于
受骗高危人群；咨询功能：市民如
果遇到可疑情况，不确信是否为
电信网络诈骗情况，可及时拨打
96110热线咨询进行辨别；举报功

能：如果发现涉及电信网络诈骗
的违法犯罪线索，也可以通过专
线进行核实或者举报。“96110”反
诈专线便于群众识别和确认，大
大提高预警来电的可信度，提高
电信网络诈骗预警劝阻效能，对
减少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生具
有 积 极 意 义 。目 前 ，聊 城 市

“96110”已经投入使用，特别提醒
广大市民群众，如果接到“96110”
这个电话，千万不要直接挂掉电
话，请务必及时接听，耐心听取民
警的劝阻，并按照劝阻操作，这可
能使您免遭经济财产损失。

96110！全国反诈专线聊城正式上线
专门用于对电信网络诈骗预警拦截、电话劝阻

买来打算作婚房
结果迟迟未完工
6月28日上午10点，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记者来到了聊城金
柱绿城24号楼的施工现场，24号
楼的施工现场没有一个工人，外
墙喷涂还有一部分没有完工，楼
体室内也处于尚未完工状态。

“我2017年10月份买的房子，
当初楼盘售楼处说这个是准现房，
我也来工地实地看了，楼体确实正
在封顶，所以就放心的交了首付，
这是买来打算作为我的婚房用的，
现在孩子都大了，还在租房子住，
房租一个月1300，房贷一个月3000
多，生活一点质量都没有。”一位金
柱绿城小区24号楼业主马先生指
着尚未完工的楼盘说。

施工现场的门卫说，工地上
前几天还有五六个人在施工，有
两个铺地板砖的，有三四个喷涂
外墙的。

出具二次承诺书
指定工程进度计划
“购房合同上写的是2020年4

月30日小区整体交付业主使用，
但是没有实现，这已经造成了严
重违约，5月11日，金柱集团项目
部负责人过来给我们说明了理
由，理由是疫情防控影响施工进

度，外墙施工电梯2019年已强制
报废，楼房电梯未到货安装，无法
施工，资金问题，无法施工。也给
我们业主出具了一个二次承诺
书。”业主徐先生说。

徐先生所出示的二次承诺书
上的内容为，金柱集团开发建设
的金柱绿城24号楼，积极克服疫
情造成的损失，现已组织恢复施
工，进行楼内的水电暖、消防、窗
户安装，电梯已安排厂家进行生
产，生产周期为55天，现指定工程
进度计划如下：4月29日-6月25日
水电暖管道安装、窗框安装、外墙
剩余5%装饰；6月23日-7月25日
电梯进场安装、调试验收完成；7
月25日-8月25日室内涂料二遍腻
子完成；8月20日-9月10日窗扇及
室内涂料-遍面漆完成；9月5日-
10月1日进户门、窗扇打胶及室内
涂料二遍面漆完成；10月1日-10
月20日室内涂料等细部完成；10
月15日-10月29日室内竣工清理
完成；10月30日-11月30日工程消
防验收、竣工验收等完成。

公司资金紧张
会一直负责到底
6月29日上午10点，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记者跟随金柱绿城
24号楼的业主来到了金柱集团项
目部了解情况，一位姓鲁的项目

部经理说：“我们也不想拖延这么
长时间不动工，主要是公司资金
紧张，这件事我们也会一直负责
到底。上周刚批了一部分资金，专
门用于金柱绿城小区24号楼的建
设。现在外墙电梯在2019年已经
强制报废，只能等楼房内的电梯
安装完，才能进行下一步的施工。
资金到位后，我们立马向电梯安
装公司打款，大约需要十天的时

间，也就是7月10日电梯就能到
位，电梯安装调试大约需要一个
月的时间，电梯安装完后，后续的
施工才能继续，到那时会有30多
个工人施工。”

找记者，上壹点，与记者，在
线聊；情报站，发报料，邀助力，上
头条。欢迎下载齐鲁壹点APP到
情报站，全省600多名记者在线等
你来报料！

说好准现房出售，3年还未完工
交房一拖再拖，聊城金柱绿城项目部表示资金紧张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国晓宁

6月28日，壹粉924675通
过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客户
端反映，2017年10月金柱集
团所开发的金柱绿城项目
24号楼开盘销售，当时售楼
处打着准现房出售商品住
房，于施工现场了解当时24
号楼主体已封顶。但在金柱
绿城小区24号楼的建设上，3
年来多次停工，外墙喷涂仍
然未完工。

大图：金柱绿城24号楼3年来多次停工，目前外墙喷涂仍然未完工。
小图：楼体室内也处于尚未完工状态。

一是抓好项目推进。临清
市加快推进新建扶贫项目建
设，定期调度项目进展情况，
并严格落实通报制度，力争提
前完工。在督导调度中发现问
题，及时要求相关镇街整改。

二是加大就业扶贫力度。
临清市各镇街主动与人社部
门加强沟通，做好供需对接、
就业服务和发展指导，多措并
举帮助贫困群众就业创业。积

极开发村内公益岗位、扶贫专
岗等，为贫困人口提供更多就
地就近就业机会。

三是抓好消费扶贫。消费
扶贫是今年的一项重点任务，
也是帮助贫困人口持续增收
的重要举措。临清市各镇街结
合各自产业资源优势，积极开
展扶贫产品认定，培育一批扶
贫农产品品牌，通过展销会、
电商等多种方式，组织开展产

销对接，拓宽销售渠道。
四是加强宣传报道。今年

以来，临清市各镇街积极主动
加大扶贫宣传，在中央、省媒
体上陆续有了临清市的扶贫
声音。下一步要继续加大扶贫
宣传力度，主动与省级以上媒
体、网络自媒体等沟通对接，
注重向中央、省高端媒体突破
发力，积极推送稿件，展示全
市脱贫攻坚重大成就。(张博)

临清市持续抓好脱贫攻坚巩固提升

东阿县刘集镇前关山村
贫困户李子印，身患股骨头坏
死多年，双腿不能正常走路，
经评定是三级残疾人员。因病
患加重，只能做手术解决。但
李子印担心住院花费太大不
肯做手术。经帮扶干部张健和
家里人再三劝说，今年李子印

去县医院做了膝关节置换手
术，预计花费十万元。但因是
建档立卡贫困户，享受国家健
康扶贫政策，自己只花了几千
元，大大减轻了家庭负担。

据介绍，东阿医保政策对
贫困户实施先诊疗、后付费，
住院免交预付押金，享受“一

站式”报销，出院的时候基本
医保、大病保险、医疗补助、医
疗机构减免、医疗商业补充保
险一并落实，报销比例达到百
分之九十以上，贫困患者只需
缴纳个人自负的费用，免去了
贫困户跑腿。

(许银环)

“一站式”报销，解决贫困户后顾之忧

东阿县刘集镇帮扶干部
陈石磊今年3月下旬走访时
发现，帮包贫困户杨桂香老
人家中正房北屋西角存在渗
雨掉土现象，通过管区积极
协调，前关山村委会出工出
料为其房屋进行里外修整。

杨桂香的房屋是老式

的砖木房、室内家具陈旧，
老人一直使用柴草大锅做
饭，所以平时积攒的柴草堆
满了院落和厨房，该户提升
环境需要人工和财力。五一
前后五天，村委会和陈石磊
帮忙清理了室内外杂物、柴
草等，村委会又派工为其铺

设花砖硬化院落、垒高厕所
墙、盖顶，厨房铺板、磨石台
等。陈石磊还联系刘集美佳
装饰为其室内装修吊顶，改
装室内老化电路，为其定制
购买床上四件套和门窗帘。
旧屋焕新颜，杨桂香老人非
常高兴。

旧屋换新颜，贫困老人笑开颜

“三夏”时节，高唐县姜店镇辛
店村大集东南侧的地摊前，围满了
顾客，摊主张欣太不停地招呼着。

张欣太，是姜店镇西屯村的建
档立卡贫困户。他5年前患上白血
病，属于因病致贫。好在现在病情很
稳定了，才让全家又重拾了希望。

张欣太思来想去，与妻子盘算了
一番，最终选定了“摆地摊”。现如今，

“摆地摊”自由了，也不再需要缴纳任
何费用，这给了他们勇气。一番备货
后，张欣太和妻子的“地摊”开张了，主

要出售酱、醋、花椒、大料、香油、麻汁
等生活必备品，还有各种蔬菜种子，都
是些农村人常用的物品。两口子热情
地招待，加之产品定价低，所以摊子一
铺开，就引来不少顾客选购。

天气好的情况下，一天赶一个
集，从早上摆摊子到中午头撤摊
子，平均一个集有七、八十元钱的
纯收入。临近傍晚，就到离村子不
远处的街道口出个“夜摊”，再卖些
时令蔬菜、水果，既方便了过路人
购物，又给自己增加了收入。

贫困户张欣太实现了“摆摊自由”

“俺能够光荣脱贫一是靠国家
的好政策，二是靠自己的双手勤劳
奋斗，发展养羊业，收入持续增高！”
近日，高唐县固河镇冯庄村脱贫户
王化福登上村里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讲台，讲述致富秘诀和脱贫感悟。

王化福今年74岁，患有严重胃
病，长年用药，妻子智力残疾三级，
导致家庭生活十分困难。被纳入建
档立卡贫困户后，在政府帮扶下，
王化福不等不靠，利用金融扶贫政
策，发展养殖小尾寒羊，种植蔬菜，
家庭收入大幅度稳定攀升。2018年
底，王化福光荣脫贫。

2019年7月，冯庄村办起了全镇第
一批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邀请“光荣脱
贫户”讲故事、致富能手讲经验、帮扶
干部讲政策、涉农专家讲技术、法律专
家讲法规、乡贤模范讲家风，通过面对
面宣讲，让课堂接地气，让群众学真
经，全村群众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我镇自去年村村建起了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以来，先后组织各种
活动240余场，培训群众8000余人次，
通过开设大课堂，实现干部群众面
对面、心贴心交流，树立了脱贫光荣
的导向，激发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
固河镇宣传委员王春才说。(郭洪广)

文明实践扶志扶智，激发群众脱贫动力

挂失声明
孙绍彪(身份证号372522198303020090)二

级建造师注册证书丢失，证书编号：鲁

215141504886，特此声明。

挂失声明
山东慎远律师事务所原公章、财务专用

章、法人代表章因丢失，自即日起作废，特此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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