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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路灯藏树中，灯光被遮挡
别担心，园林部门近期将对树枝进行统一修剪

本报聊城10月22日讯 (记
者 国晓宁 ) 10月18日，壹
粉“流泪的鱼7946”通过齐鲁
晚报·齐鲁壹点客户端发来
情报称：茌平区的朝阳街、南
环路、中心街、商业街三馆东
路，这几条路的路灯都藏在
树里面，晚上出行也较为不
安全。

10月20日，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记者根据壹粉提供的
情报联系到了茌平区的屠先

生了解情况。屠先生介绍，茌
平区的南环路和商业街三馆
东路这两条路上的路灯藏在
树里的现象相对于朝阳街、
中心街来说较为严重，南环
路的路灯大约有三分之二都
藏在树里，对过往车辆的行
车安全造成了影响。

随后，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记者联系到了茌平区园林
管理处的相关工作人员了解
情况。相关工作人员介绍，之

前他们已经对遮挡住红绿灯
的枝条进行了修剪，等到树
的叶子落得差不多了，茌平
区园林管理处会对这几条路
上的枝条进行统一修剪，使
路灯全部露出来，保证市民
的出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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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茌平多条道路的路灯都
藏在树里面。

本报聊城10月22日讯(记者
李怀磊 通讯员 武英杰)
10月21日，来自山西晋中的

李先生专程将一面写有“救援
及时 情系百姓”的锦旗送到
聊城高速交警高唐大队执勤
民警的手中。

原来，在10月17日晚上10
点40分左右，高唐大队执勤民
警在青银高速巡逻时，发现一
辆半挂车停在快车道上，并且
半挂车尾灯都没有亮，驾驶员
在马路中间指挥车辆。巡逻民
警立即做好防护工作进行询
问，原来该车行驶至此突然挂
车轮胎全部抱死，才被迫停在
了行车道上。过往的大车纷纷
避让，情况十分危险。巡逻民
警立即拿着反光锥，摆在车后

150米处，随后打电话报告值班
民警支援，并通知路政人员协
助拖车。迅速排除交通隐患的
同时，帮助驾驶员摆脱了困
境。

驾驶员李先生为了表示

感谢，专程送来了锦旗。“要是
你们不来的话就出大事故了，
你们救援的真是太及时了，真
是万分感谢你们。”“这是我们
应该做的，不用那么客气。”高
唐大队执勤民警回复道。

半挂车轮胎“抱死”停高速，巡逻民警及时援手除隐患

这面锦旗从山西一路送到聊城

来自山西晋中的李先生专程送上锦旗表示感谢。

作为国画大师李苦禅、著
名画家孙大石的故乡，高唐县三
十里铺镇地处黄河故道，且有黄
河支流马颊河穿镇而过。如今，
凭靠祖传技艺麦秸画而扬名的
李志海在这里炙手可热。

1958年出生的李志海是麦
秸画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三十里铺镇禅石书画院
副院长、河崖孙村麦秸画产业
首席技师。乘着乡村文化振兴
的东风，李志海的麦秸画技艺
得到挖掘和发扬，并在扶贫攻
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
贫困群众脱贫致富架起了一
座金桥。

近两年，河崖孙村主打
“文化兴村”战略。在党支部引

领下，今年起河崖孙村成立了
股份经济合作社，实行“合作
社+民协+公司+农户”经营模
式的发展思路，重点打造麦秸
画制作车间，将文化艺术和扶
贫产业结合发展、逐步做大。

在镇村帮助下，麦秸画扶
贫车间成立。技师李志海把制
作过程分解成12个工序，每个
工序就是一个就业岗位，就近
安排一名贫困群众来裁剪制
作。学徒不仅不缴纳学费，还按
小时记工，待作品变现后，领取
报酬。李志海通过传帮带，目
前，已带起一支20余人的麦秸
画专业创作团队，还吸引了不
少外地学员慕名前来学习。

随着孙庄村文化产业和

麦秸画作品知名度的扩大，许
多客户慕名订购，贫困户们学
习制作的麦秆画产品无论是”
线上”，还是“线下”都格外畅
销。自从今年开展电子商务销
售模式以来，仅麦秸画网络销
售一项收入已达10余万元。

据李志海介绍，根据约
定，河崖孙村合作社集体以书
画院等经营性资产和劳务服
务入股，民间文化艺术协会以
10余种文艺作品资源入股，嫁
接销售运营公司两家，对产品
进行包装、销售。合作社、协
会、公司按一定比例进行分
红。截至目前，河崖孙村60%的
集体收入得益于文化产业和
股份经济。 (王保文)

高唐县三十里铺镇河崖孙村：麦秸画产业架起富民桥

高唐县大李楼村李庆生因在
年幼时患病造成轻微聋哑，随着岁
数增大病情严重，彻底失去了治好
的希望，造成诸多不便。因为不能
与人正常交流，也不能外出务工，
与母亲孙玉兰一起生活，但母亲也
80多岁无劳动能力。

随着政策越来越好，党委政府

积极为李庆生申请配置精准康复
辅具助听器，让李庆生告别了听不
到声音的世界。通过帮扶，李庆生
重拾信心，更好面对未来生活。同
时，孙玉兰被纳入扶贫特惠保险、
家庭财产险，高血压、糖尿病“两病
备案”等措施保障了孙玉兰的医疗
需求。 (杜克利)

精准扶贫，让他告别无声世界

为解决贫困劳动力就近就业
问题，变被动“输血”为主动“造
血”，增强贫困群众脱贫内生动力，
聊城高新区顾官屯镇依托聊城汇
金五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建设了
产业扶贫基地，并与企业联合，整
合财政专项扶贫资金350000元，村
集体自筹160493 . 08元，在省定贫困
村曹庄村建立扶贫代工车间，建设
了紧固件加工扶贫项目。

2020年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

为给广大贫困群众交一份满意答
卷，聊城高新区顾官屯镇用活扶贫
政策，做实做细产业扶贫项目，先
后投入财政专项资金1265万元发展
了光伏发电、冬暖式大棚、设备租
赁、紧固件加工等特色扶贫陈业项
目。截至目前，已产生项目收益100
余万元。加快了贫困群众的脱贫步
伐，带动了村集体收入的提高，为
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奠定了坚实
基础。

聊城高新区顾官屯镇：扶贫代工车间，助力精准脱贫

为发动社会各界参与消费扶
贫，推动消费扶贫行动深入持续开
展，高新区联合扶贫企业，投入市
场10万元消费扶贫优惠券，在扶贫
产品网络展销平台“高新好品”上
面向社会随机发放。市民领取优惠
券后可在平台以满减的形式抵现
金消费。

今年以来，高新区高度重视消

费扶贫工作，积极探索构建扶贫长
效机制，将“支持企业就是支持产
业，支持产业就是支持农民增收”
的理念与“大企业+合作社+贫困
户”模式精准对接，从思想引领、产
品认定、政策支持、市场优势、平台
对接等五个方面提供有力保障，让
区域扶贫产品不愁销路，帮助贫困
户增收脱贫、贫困村发展。

聊城高新区发放10万元消费扶贫优惠券

“小额金融扶贫贷款用于贫困
户发展生产，无抵押，金额为3万或
5万，贷款期限为1年期，必须按时
还贷......”值全国第7个扶贫日到来之
际，10月13日上午10时许，在刚刚高
标准建设的阳谷县大布乡魏庄村
党群服务中心，省派第一书记张立
波正在认真地为村上贫困户宣讲
党的扶贫政策。

投资80余万元的党群服务中
心大院内红旗飘飘，村委会议室宽

阔明亮，农家书屋藏书上千册，涉
及政治、经济、军事及科技致富知
识方面入手上千册、橱窗、办公座
椅都是新配备的 . . . . . .在决战决胜脱
贫攻坚中，阳谷县大布乡党委、政
府紧紧围绕“抓党建、促扶贫”这一
工作思路，充分发挥省派第一书记
的优势，不断加大公益性扶贫资金
投入，加大党群服务中心建设力
度，为脱贫攻坚奠定坚实基础。

(国瑞)

阳谷大布：加强党群服务中心建设 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阳谷
县西湖镇党委、政府采取有效措
施，继续抓好扶贫政策落实。

西湖镇坚持査不足、补短板、
强弱项，消灭死角、盲区的原则，结
合各级巡视巡察、监督审计、考核
调研反馈问题，聚焦“两不愁三保
障”和饮水安全核心指标，充分发

挥各行业部门的职能作用，举一反
三，全面核查，持续推动教育扶贫、
健康和医保扶贫、住房安全保障、
饮水安全低保救助、残疾康复补
贴、养老等政策落实到位。扎实做
好特惠保险、雨露计划工作，实现
应保尽保、应赔尽赔、应发尽发、应
补尽补。 (杨波)

阳谷西湖：继续抓好扶贫政策落实

阳谷县西湖镇采取有效措施，
规范提升入户档案管理水平。

西湖镇要求贫困户档案要做
到统一布局、统一标准、统一内容。
在贫困户房屋内墙面显明位置集
中悬挂一句扶贫扶志名句、一块脱
贫成效明示栏、一张签约医生随访
记录、一个脱贫成效爱心包。爱心
包内装有一本资料清单、一本帮扶
日志、一本到户帮扶手册以及各种
有效证件。资料清单包括贪困户家

庭基本情况、享受政策清单、脱贫
成效表、非政策性收入证明、政策
性收入证明、孝善基金收入扶贫项
目收入、危房鉴定报告、自来水、残
疾人政策落实、家庭签约医生服
务、医疗保障(参保补贴发放证明)、
不享受政策证明(对于门诊慢性病、
残疾人、低保等不符合办理条件的
全面实行不符合政策书面告知制
度)等资料。

(杨波)

阳谷西湖镇规范提升档案管理水平

冠县斜店乡党委创新扶贫政
策宣传方式,选派党员担任“乡派第
一书记”，到村开展“每周一讲”活
动。巧用“村村响”这个“小喇叭”,将
党中央脱贫攻坚精神和精准扶贫
相关政策传进了千家万户 ,有效提
高了政策的传播率、知晓率和群众
的满意度。

“乡派第一书记”作为站在扶
贫攻坚一线的同志，结合基层实际，
运用最接地气的宣传载体、最“土”
的方言,切实拉近了党委、政府与群
众的距离,在宣传中发挥了特有的优
势作用。及时把党的政策、党的声音
传递到了每家每户,打通了扶贫政策
宣传的“最后一公里”。 (王辉)

冠县斜店乡以党建促脱贫 打通扶贫宣传“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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