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化“五大警务”建设，全力打造畅安东阿
东阿交警大队奋力开创新时代公安交管工作新局面

疫情防控得当有力

今年初，疫情防控工作开展
伊始，东阿交警大队便迅速制定
了《东阿交警大队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应急预案》，成立了以大
队长乔舰飞任组长的领导小组，
抽调专门警力成立疫情防控工作
专班，全面做好疫情“内防”和“外
防”工作。并按照县委县政府部署
要求，紧紧抓住“咽喉”要害，在青
兰高速东阿出口设置疫情检测
点，把车辆管控作为防疫情输入
和扩散的第一手段，全方位做好

“物理隔离”。行动期间，大队与卫
生防疫部门联勤联动，严格执行
大队领导带班和24小时值班备勤
制度，严防死守、守土尽责，坚决
防止疫情从外地流入和扩散。在
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大队民警、辅
警警始终坚守在路面，奋战在抗
击疫情的第一线，舍小家、顾大
家，涌现出了许多抗击疫情“夫妻
档”、“父子档”、“巾帼不让须眉”、

“老党员”等典型事迹，被群众广
为赞誉。2月8日，时任东阿县委副
书记、县长马广朋专门对大队疫
情防控工作作出肯定批示：防控
疫情、事关重大。东阿交警大队在
关键时刻冲在一线，严守阵地，防
范化解了大量风险，为镇(街)部
门树立了标杆……

事故预防全面推进

东阿交警大队始终把“防事
故、保安全、保畅通”作为主责主
业，紧跟支队步伐，严格按照交通
事故预防“减量控大”工作要求，

扎实开展了早查、夜查、超限超
载、酒醉驾专项治理等一系列活
动。仅今年上半年，大队便已经查
处了酒驾408起，醉驾24起，二次
酒驾40起，刑事拘留15人，查处超
载296起。整治期间，东阿交警大
队结合东阿实际情况、运输特点
等，创新制定开展了“反盯梢作

战”和“流动查酒驾”工作法，持续
开展超限超载专项治理、酒驾夜
查行动，整治效果异常明显。同
时，大队注重交安委平台应用，强
力推进道路交通综合治理。今年
上半年辖区事故起数及死亡人数
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26%、42%，
也实现了辖区46个月未发生较大

以上事故的历史壮举。
与此同时，东阿交警还采取多

种形式、多种方式开展全方位宣传，
确保宣传社会效果最大化。将交通
安全示范单位与“红旗驿站”创建相
结合，强化阵地宣传的辐射作用。东
阿县铜城街道办事处大秦村被省公
安厅、省应急管理厅评为“2019年度

省级交通安全示范村”，也是聊城唯
一被授予省级称号的单位。

城区秩序全面提升

今年来，东阿交警持续深化
“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切实
调高广大群众的交通安全意识，
维护辖区道路交通秩序。在电动
自行车挂牌工作中，东阿交警大
队推行工作日“错时、延时、加时”
和节假日“全警停休”的服务模
式，风雨无阻全时全力对接群众
挂牌需求。还利用早、晚高峰执勤
和平峰巡逻警力加大路面查纠力
度，对未悬挂号牌的现场登记挂
牌，对号牌悬挂位置不正确的，给
予现场纠正，切实提高了电动自
行车挂牌率。

东阿交警在县城区敢于碰
硬、敢于治乱、敢于亮剑，坚持问
题导向，深入调研城区交通现状，
继续把三轮车、四轮车作为整治
重点，修改完善并印发了《东阿
县低速电动车集中整治方案》。
通过交警、交通、执法等单位组
成的联合执法队，按照2019年城
区整治模式，在城区范围内大力
开展低速电动车专项治理行动。
仅上半年，便排查低速电动车经
营企业37家，关停不达标销售网
点6家，查扣电动车410多辆，清
理占用停车位40辆，规范治理店
外经营23处，清理摆摊设点50
处。同时，大队积极推动县政府
城区组织优化提升改造项目落
地落细，对城区道路交叉口、信
号灯、交通组织、标志标线等实
施全面设计优化提升，全面提升
城区通行能力。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李怀磊 通讯员 刘志岭

今年来，东阿交警大队在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党委的坚强领导下，以提升交通现代治理能力为目
标，以“战疫情防事故保安全保畅通治污染”整治行动为载体，着力深化平安警务、畅通警务、数据警务、
民生警务、素质警务“五大警务”建设，全力打造“最稳”防控环境、“最安”通行环境、“最畅”运输环境，奋
力开创新时代公安交管工作新局面。大队被县委县政府评为“东阿县2019年度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驻
阿部门一等次”，大队违法处理室被东阿县行政审批局评为“优秀进驻单位”，大队创建的交通安全
村——— 铜城街道办事处大秦村被省公安厅、省应急管理厅评为“2019年度省级交通安全村”。

防事故保畅通，东阿交警常态化开展集中行动。

“目前农民朋友们面临的
是秋收，玉米收完后小麦种植
是头等大事，咱们要抓住有利
时机，为明年的丰收打好基
础。”十九大党代表杜立芝在
高唐县杨屯镇“蒲公英花开”
技能培训会上声情并茂地为
现场志愿者讲解农业知识，不
时获得现场志愿者的阵阵掌
声。此次活动是杨屯镇党委政
府联合高唐县农业农村局等
多部门组织开展“蒲公英花
开”技能培训活动，近百余名
村级志愿者参加了此次培训。
为进一步推进新时代文明实
践工作，提高精准扶贫力度，
推动贫困户脱贫致富的劳动
能力，大力培养爱农业、有文

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
业农民队伍，培训会上，农业
农村局副局长杜立芝就当前
农业生产工作进行宣讲，主要
围绕小麦播种期间注意事项
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讲解。

杨屯镇宣传委员王勇表
示，为了让“蒲公英花”真正的
开在农民朋友心间，该镇将加
强志愿者培训，帮助农民朋友
强化学习农业实用技术，详细
了解安全用电常识，婚姻法等
日常法律常识，切实的保证所
学内容能运用到实际生产生
活实践当中，让老百姓真正享
受新时代文明实践带来的成
果。

(梁启强)

高唐县杨屯镇：蒲公英花开在农民心中

今年年初，为进一步激发
贫困群众自力更生的热情，完
善长效脱贫机制，聊城高新区
韩集镇依托光伏发电扶贫项
目，针对有就业愿望，但无法
离乡、劳动能力差的贫困群
众，在全镇设置了劳动保障信
息员、保洁员等51个光伏公益

岗位，变“输血式”扶贫为“造
血式”扶贫。

这些公益岗位，让贫困群
众稳定就业、持续增收，提升
了贫困群众的满意度、获得
感。光伏发电项目，托起了贫
困户稳稳的幸福，也一步步壮
大了村集体经济。

聊城高新区：“光伏发电”托起贫困户稳稳的幸福

为做好新学年教育扶贫工
作，聊城高新区文轩中学特开展
教育扶贫宣传动员活动，为即将
开展的扶贫工作打好基础。

组织教师学习教育扶贫
政策、文件，使教师在思想上
重视教育扶贫工作，将其视为
教学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学
习资助政策、细则，使其提前

熟悉资助工作的流程及操作。
学习控辍保学政策、要求，使
其意识到义务教育对每一个
学生的重要性。

同时，向学生开展教育扶贫
宣传，协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申
请补助金，鼓励其认真学习。做好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心理辅导工
作，鼓励其正视困难，积极向上。

聊城高新区文轩中学开展教育扶贫宣传动员活动

为做好扶贫攻坚工作，大力
宣传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重大意
义，聊城高新区许营镇李楼幼儿
园开展了“关爱留守志愿服务”主
题活动。

活动中，教师先向幼儿讲述

了该园留守幼儿的实际情况，进
一步让幼儿了解留守儿童的性
质，以及自己与留守家庭幼儿生
活、学习环境的不同。同时，让留
守幼儿通过活动，再一次感受扶
贫带来的温暖。

通过活动的开展，为幼儿播
下了扶贫济困的爱心种子，为共
同营造一个相互关心、相互爱护、
相互帮助的健康、文明、和谐的社
会贡献一份力量。

(贾珊珊 吴爽)

聊城高新区许营镇李楼幼儿园开展扶贫主题活动

开发区按照产权清晰、权责
明确、管理科学、经营高效、帮扶精
准、监督到位的原则，明晰扶贫资
产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权和监督

权“四权分置”。明确村集体经济组
织扶贫资产所有权、放活扶贫资产
经营权、保障贫困群众收益权、落
实扶贫资产管护运营监督权，资产

安全和使用效益得到保障，扶贫资
产持续有效地发挥了带贫减贫作
用，巩固了脱贫攻坚战成果，扶贫
开发长效机制逐步建立。

聊城开发区持续加强扶贫资产管理

8月份以来，聊城开发区扶贫
项目全部达到“一牌一册两标识”
的标准，实行了科级干部挂包项
目制度，明确了资产管护人，定期
查看项目，处理现场杂草、项目有

情况及时上报乡镇，光伏项目由
专业的第三方进行日常维护，并
为全区产业扶贫项目载上了保
险。按照《产业扶贫项目检查指
引》60个是否对全区产业扶贫项

目档案逐一进行了核对、查缺补
漏，按照统一标准进行规范化管
理和装订，确保了档案齐全完
整、分类科学、排列有序、保管安
全。

聊城开发区持续提升扶贫档案资料管理水平

聊城开发区把贫困群众危房
改造作为脱贫攻坚的重点民生工
程，采取宜固则固、宜建则建、宜
养则养、宜租则租、宜保则保等方
式，周密部署、统筹推进，解决贫

困群众基本住房安全问题。5年
来，开发区累计投入财政资金
570 . 8028万元完成贫困户危房改
造274户，稳定实现了脱贫攻坚

“住房安全有保障”的目标。同时，

开发区投入资金为危房改造户统
一购买了橱子、桌子、床等简易家
具，对门窗残破不全、无院墙大门
等情况给予了整修，改善了贫困
户的生活条件。

聊城开发区确保贫困群众住房安全

为有效破解扶贫工作中农村
贫困老人生活困难，进一步提升
贫困老人的生活质量，助力脱贫
攻坚，临清市戴湾镇将孝善扶贫
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相结合，持
续推进“孝善扶贫”工作。以子女

赡养+政府奖补的模式对全镇建
档立卡贫困户中年满60周岁的老
年人开展“孝善扶贫”工作，设立

“孝善基金”专户。
“孝善基金”由子女赡养金和

政府奖补资金两部分构成，活动

一经开展，就得到各帮扶干部和
村两委成员的积极响应和支持，
使全镇贫困老年人经济上更加宽
裕、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精神面
貌进一步改善。

(张博)

“孝善扶贫”倡新风 提质增效再攻坚

今年上小学五年级的景佳园
是临清市戴湾镇景庄村人，父亲
常年在外地打工，一家人是建档
立卡贫困户。这学期刚开学，姥姥
就告诉她，村里新成立了“爱心课
堂”，有老师免费为学生辅导功
课，已经给她报了名。

马永骁是临清市政协派驻戴
湾镇景庄村第一书记，他是“爱心
课堂”发起人。作为景庄村第一书
记，在一次闲聊中，一位初三学生
家长对马永骁说，自己没文化，辅导
不了孩子，想给孩子报辅导班，这让
马永骁萌生了在村里办辅导班的

想法。随后，他在村庄微信群里征求
村民意见，没想到，只有670多口人
的景庄村，有60多位家长愿意给孩
子报名。马永骁经过协调，打造“爱
心课堂”，利用星期六给景庄村的孩
子辅导功课，马永骁也成为“爱心课
堂”的第一批老师。 (张博)

临清市戴湾镇景庄村“爱心课堂”开课啦

B14 特刊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2020年9月30日 星期三 编辑：李璇 组版：郑文


	L1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