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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市科协举办干部综合素质提升培训班
10月12日至10月16日，聊城

市科学技术协会2020年干部综合
素质提升专题培训班于西安交通
大学兴庆校区顺利开展。12日，聊
城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及公务员局
局长丁耀伟、聊城市科学技术协
会党组书记姚清昌、西安交通大
学人文学院副院长黎荔出席开班
典礼，来自聊城市科协系统的50
名干部参加学习。

在开班仪式上，姚清昌做学
习动员讲话，要求各位学员，一是
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干部
培训的重要性；二是要珍惜难得
机遇，认真学习，把自己摆进去、
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做
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
三是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争取
每个人都学有所悟、学有所获。

本次培训班为期5天，课程内

容丰富多样，开设了《国学智慧与
创新思维》、《科学工作理论与实
务》、《科技成果转化之“校”、

“企”、“地”企产学研模式探索》、
《大数据时代，科协工作如何创
新》、《科技创新和产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等专题课程，强化科协系
统干部的专业知识，刷新工作思
维。

培训期间，学员们通过参观
西迁纪念馆，感悟交大人的奋斗
历程，领悟西迁精神，走进陕西
科技馆、陕西历史博物馆、西安
交通大学3D增材研究院等现场
基地，学员们更直观地感受到西
安交通大学这所百年学府与古
城西安这所具有厚重历史文化
气息的国家现代中心城市在现
代化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之道
的深度融合。

参与培训的学员表示，本期
培训班能够切实提升科协系统干
部队伍综合素质，主旨鲜明，重点
突出，师资水平高，授讲内容精，
授课形式灵活，培训效果好，对于
增强科协组织力，推动科协事业
改革发展提供坚强队伍基础，将
产生积极的作用。

10月16日上午，西安交通大
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干部培训中
心罗丽娟主任为各位学员颁发证
书并送上结业寄语。本期培训班
学员代表-聊城大学科技处处长、
聊城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赵建
立，聊城市科技协会党组成员、副
主席潘云霞，临清市科学技术协
会主席孙淑英等分别做学习分
享。

聊城市科学技术协会党组书
记姚清昌做总结性重要讲话，继

续对参训学员提出高标准、严要
求，希望科协系统干部在返回聊

城投入工作岗位后，切实将工作
落到实处，不忘初心使命。

本报聊城10月20日讯 (记
者 国晓宁 通讯员 刘震
坤 郭鹏) “我家里大规模种
植了葫芦，但受疫情影响，葫
芦的销售十分低迷。”共青团
聊城市东昌府区委“三遍访”
工作组在挨家挨户的走访互
动中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积极
帮助他们进行线上宣传销售。
这是共青团聊城市东昌府区
委“三遍访”纾难解困行动的
一个缩影。

走进东昌府区堂邑镇高
庄村一家葫芦生产基地，室内
室外甚至房顶都挂满了葫芦，
有大有小，形状各异，煞是可
爱。但销售低迷愁坏了葫芦种
植户。

据葫芦种植户张女士介
绍，她种植葫芦已有十多年，
往年都是线下营销，客户来家
里挑选，今年受疫情影响，家
里的葫芦积压很多，资金链周
转不顺。虽然能通过线上和快
手直播营销，但缺少大的葫芦
收购商，每一天能卖出去的葫
芦十分有限，且运费上面又是

一笔不小的花销。
工作组将此情况如实记

录，并决定在一定程度上对此
进行协助和支持。针对葫芦种
植户张姐遇到的困难，团区委
结合自身新媒体工作优势，利
用微信公众平台制作图文并
茂的推文进行及时宣传，得到
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接下来，
工作组还准备将这种“原生葫
芦”产品纳入直播，帮助开发
网上销售。

据了解，“三遍访”工作开

展以来，团区委民情书记工作
组共走访7个村近500户群众，
参与工作人员40余人次，摸排
问题10余个，上传12345市民
热线3条，协助群众解决多个
问题。团区委民情书记工作组
从贴近村民生活的家常话入
手，寻找共同话题，从而和他
们取得情感上的共鸣，让村民
敞开心扉，多说心里话，敢说
真心话，从而在高效完成日常
工作前提下，努力搭好党和群
众的“连心桥”。

10多亩葫芦销售难？
区团委“三遍访”工作组这样做

聊城高新区以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农村发展为目标，统
一部署、统筹推进扶贫项目发
展，坚持宜农则农、宜工则工、
种养加互补、三产融合的思路。
脱贫攻坚以来，高新区共投入
扶贫资金5574万元，实施扶贫项

目46个，涵盖种养加多项产业。
韩集乡后姜村借力高效集

约温室蔬菜大棚项目建设了扶
贫基地，总占地240亩，总投资
1800余万元。贫困户以劳动力入
股的方式参与大棚管理和利润
分成，累计惠及贫困户518户870

人。该村突出民俗文化的引领推
动作用，大力开发民俗文化，把
乡村美化与文化产业相结合，仅
仅不到两年的时间后姜村完成
了基本脱贫，打造了江北民俗第
一村，实现了村美、人富，为全面
实现小康奠定了扎实基础。

聊城高新区多举措打好攻坚“组合拳”

“医生到家量测血压、测测
血糖，身体不舒服给家庭医生
打个电话，随叫随到，扶贫政策
真好。”聊城高新区许营镇后王
村贫困户李正昌感激地说。

高新区许营镇积极落实家

庭医生签约政策，4个家庭医生
团队，16名家庭医生，分别包
村、每月进行随访，询问贫困人
员健康情况，测量血压、血糖，
并进行用药指导。签约家庭医
生的贫困群众每年可免费进行

一次健康查体、每年开展一次
健康评估、每个季度享受一次
针对性健康教育与生活方式指
导服务，这些健康扶贫政策有
效提升了贫困群众的健康意识
和健康水平。

聊城高新区许营镇：送医上门温暖贫困户的心

目前，临清新华路街道正
在对辖区内建档立卡贫困户中
年满60周岁的老年人开展孝善
扶贫工作，按照“政府引导、社
会捐助、子女尽孝、自愿参与”

的原则，签订赡养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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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户子女按照
每月100元、200元的标准孝敬

每位贫困老人，政府在此基础
之上奖补10%，“孝善基金”最终
打入贫困户账户。孝善文化在
新华路街道遍地开花。

(张博)

临清新华路街道：精准扶贫再发力，“孝善基金”暖人心

今年10月17日是我国第七个
扶贫日，也是第二十八个国际消除
贫困日。为落实上级部门工作安
排，阳谷张秋镇把农村贫困人口摆
脱贫困问题作为第一民生工程，瞄
准靶心、综合施策，精准聚力、精准
发力，贫困人口实现全部脱贫。

目前已进入脱贫攻坚总攻决
胜的冲刺阶段。为确保现行标准

下农村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夺
取全县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亟
待举全县之力，凝聚社会力量、汇
聚各方资源，全力以赴打好收官
之战。

为此，张秋镇按照上级政策
倡议如下：请您伸出援助之手，慷
慨解囊，纾困解难，捧出一份爱
心，点燃一片希望。捐赠资金的企

业和个人将授予扶贫明星企业、
扶贫爱心企业、扶贫爱心个人等
荣誉称号。

涓流共汇，足以汇成江河；绵
力齐聚，定能众志成城。让我们一
起行动起来，以共同的使命、共同
的愿景、共同的责任，为阳谷县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力量！

(张慧 李新胜 吴传来)

国家扶贫日，阳谷张秋积极倡议为脱贫献爱心

2019年8月，傅岩峰作为省派
第一书记来到临清小王庄村。驻
村后，他从村民急切盼望解决的
问题入手，让村庄旧貌换新颜。傅
岩峰使用建设银行6 . 5万元专项资
金，为小王庄村安装120盏连接东
西南北四个相邻行政村的LED高

效节能路灯。整合各项资金，在村
庄中心地段建起570平方米的党群
服务中心，包括卫生室、幼儿园、
村委会、党建活动室等。他还实施
了坑塘综合整治、文化广场建设、
钻探百米深井、安装净水机等一
系列工程。 (张博)

小村庄大变样，第一书记带领奔向小康生活

冬季即将来临，为确保鳏寡
孤独、老弱病残及困难儿童贫困
群众度过一个温暖的冬天，根据
上级部门安排，阳谷张秋镇立即
召开专班会议，所有的帮扶责任
人和村两委干部立即入户走访，

确保不漏一户，不缺一户，对贫困
户过冬需求进行摸底排查，确保
从生活、医疗、温饱、住房等各个
方面保障困难群众温暖越冬、安
全过冬。

(张慧 李新胜 吴传来)

阳谷县张秋镇确保贫困户度过温暖的冬天

“俺每天在家给厂子里加工
背包带，能有一份不错的收入。俺
全家虽享受低保、教育资助、扶贫
项目分红等，但终不能一直靠国
家救济。通过勤劳致富，我感到自
豪！”近日，在冠县斜店乡张盘村，
建档立卡贫困户张艳云对帮扶干
部激动地说。

“扶贫重在扶智、扶志”，近年

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用
工及灵活就业机会增多。为此，斜
店乡党委、政府发挥这一优势，要
求各村党组织通过牵线搭桥，为
有劳动能力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提
供就业机会，根据贫困户实际情
况制定可行、便利的就业计划，引
导他们克服“等、要、靠”懒惰思
想。 (王辉)

冠县斜店乡：激发贫困户脱贫致富内生动力

高唐县人和街道开展脱贫攻
坚工作“互帮互查互学”活动，推
动扶贫整改工作任务落实。

街道将原有包村包户名单重
新编组，形成39个互查小组，对191
个贫困户进行互查，以交叉检查
的方式，开展入户走访，对“规范提
升”、明示栏填写情况、各项扶贫政
策落实到位等方面进行互查，以保

证基础资料不遗漏、不犯错。对于
互查中存在的问题，及时汇总反馈
到原包村干部手中。包村干部对照
问题清单主动认领、照单全收、逐
项整改。互查小组坚持边查边学、
即知即改，通过“互帮互查互学”活
动，在全街道形成浓厚的“比、学、
赶、超”良好氛围，为决战脱贫攻坚
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高唐县人和街道：“互帮互查互学”助推脱贫攻坚

深秋时节，寒意渐浓。在第7
个“全国扶贫日”到来之际，10月16
日，高唐县梁村镇围绕“聚焦精准
扶贫，决胜脱贫攻坚”为主题，组
织开展走访慰问送温暖活动。

活动中，全体帮扶责任人深
入各贫困户家中，送上梁村镇党
委政府购买的印有“精准扶贫”字
样的暖心水杯，送去党和政府对
他们的关怀，帮助打扫家中环境
卫生。详细询问家中生活现状、秋

收秋种情况以及面临的困难和实
际问题，鼓励他们增强生活信心，
勇敢面对困难，自力更生，拓宽增
收渠道。并把扶贫政策宣传讲解
到贫困户心里，鼓励他们依靠党
和政府的富民好政策，用勤劳的
双手创造美好生活。

通过开展扶贫日活动，进一
步加深了帮扶责任人与贫困户之
间的感情，切实让贫困群众感受
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

高唐县梁村镇：扶贫日里送温暖 暖心水杯送上门

看着面前的三张表格，高唐
县人和街道扶贫办人员王琳，正
在认真仔细地核对着信息：“这三
份分别是公益性岗位人员花名
册、残疾人员名单和学子台帐，各
位帮扶责任人都分别做了特别备
注。”只见王琳把标注情况做了分
类和整合，一一向行业部门负责
人和帮扶责任人沟通确认。

“三予”工作法是人和街道脱
贫攻坚规范提升的“镇岗之宝”。

王琳介绍说，针对身体健全者，给
予劳动机会，以求自力更生；针对
残疾智衰者，给予服务定制，以求
共享红利；针对家有学子者，给予
自强之勉，以求前程似锦。工作法
一经实施，成效显著：帮扶责任人
责任感更加强烈，帮扶措施更加
到位，帮扶理念更加科学，带着爱
心和善心进行帮扶，既扶志又扶
智。

(石海燕)

高唐县人和街道：“三予”工作法助力脱贫攻坚规范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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