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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全市连续24年无重特大火灾事故
消防安全科普教育基地揭牌！聊城市消防安全宣传月启动

本报聊城11月10日讯 (记者
郭庆文 通讯员 崔丽 )

11月9日，聊城市政府举行全市
消防安全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
暨消防安全科普教育基地揭牌
仪式。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郭
建民，市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室
主任郭守印，市消防救援支队
支队长袁增高、政委贾永奎，市
消防委成员单位分管负责人，
全 市 重 点 单 位 消 防 安 全 管 理
人、消防宣传志愿者代表、公益
救援组织、消防指战员代表、社
会各界代表以及新闻媒体记者
共计500余人参加了启动仪式。

启动仪式由市政府副秘书
长、办公室主任郭守印主持，仪
式上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袁增
高宣读了《2020年聊城市“119”
消 防 安 全 宣 传 月 活 动 实 施 方
案》；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郭
建民作动员讲话，并为“聊城市
消防安全科普教育基地”揭牌。

郭建民在讲话中对全市消
防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强
调当前聊城市消防安全形势依
然严峻，消防工作依然存在诸
多薄弱环节，特别是消防宣传
教育有待进一步加强。各级各
部门要将消防工作作为一项社

会工程、民生工程，围绕“关注
消防、生命至上”这一主题，把
消 防 宣 传 教 育 培 训 放 在 先 导
性、基础性地位，常抓不懈，努
力提升广大人民群众消防安全
意识，提高自防自救能力，为进
一步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
生命财产安全，建设平安聊城
作出新的贡献。

改革转制两年以来，聊城
市消防救援支队牢记使命、砥
砺奋进，队伍建设和事业发展
迈上了新台阶，整体工作实现
跨越式发展。据了解，改革转制
以来，全市共接警出动11200余
起，抢救疏散被困人员4500余
人 ，抢 救 财 产 价 值 5 . 9 亿 元 ；
2020年以来，全市共检查单位
1 . 6万余家(次)，督促整改火灾
隐患3 . 1万余处；全市连续24年
未发生重特大火灾事故，支队
连续1 1年被评为“省级文明单
位”，被总队表彰为2019年度全
省消防救援队伍先进支队。

启动仪式结束后，与会人
员观摩了第二届“橙色力量”消
防主题摄影展并对聊城市消防
安全科普教育基地进行了参观
体验。聊城市消防安全科普教
育基地一期建设约为8 6 0平方

米，场馆内现设置安全知识科
普区、火灾成因实验区、疏散逃
生体验区、VR虚拟场景体验教

室、消防器材展示区、灭火技能
实训体验区等功能性区域。科普
教育基地打破了传统的教学模

式，体验项目遵循科学、有趣的
原则，让参观者在参与过程中真
正学到实用的消防安全知识。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郭建民为“聊城市消防安全科普教育基地”揭牌。

本报聊城11月10日讯(记者
李怀磊 通讯员 姜建军)
警灯闪闪，警笛声声。11月9

日下午，聊城高速交警茌平大
队联合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聊城分公司、路政等多部门在
济聊高速聊城服务区开展冬季
恶劣天气应急处置演练，进一
步提高在恶劣天气情况下的突
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及部门协
同处置能力。

此次演练，共设有两个演

练科目：一是除雪保畅演练，假
设济聊高速马颊河大桥路段积
雪严重，路面积雪达3cm，过往
车辆通行困难。二是两车相撞
交通事故处置演练，假设恶劣
天气下，两辆小客车发生追尾
相撞，人员受伤，两车受损。

9日下午3时整，各演练单
位在聊城服务区集结待命。接到
指挥演练开始的命令后，参演民
警第一时间执行现场交通管制，
维持现场道路交通安全。随后，
茌平大队民警、路政队员、道路
养护中心等相关人员，以及一辆
大型铲雪车、4辆路警联合巡逻
车等相关车辆参加演练。通过铲
雪车等大型机械在路面洒融雪
剂等方式，对路面冰雪进行铲

除，确保路面畅通。在处置两车
相撞交通事故时，中队民警对赶
往现场的救助车辆开辟应急车
道和采取一系列措施保障伤员
抢救、现场勘察、车辆施救等紧
张有序的演练。整个演练行动环
环相扣，顺畅有序，达到了演练
的预期效果。两个科目演练结合
工作实际，以练为战，以战促练，
切实强化了全体参演人员的风
险意识、忧患意识，提升了各单
位的应急处突能力，规范了突发
事件的应急处置流程。

通过此次演练，检验了辖
区道路交通应急处置能力，强
化了多部门之间的协作能力，
有效提升了冬季恶劣天气下突
发事件的快速处置能力。

高速路面积雪严重？不，是演练
聊城高速交警茌平大队联合多部门开展冬季恶劣天气应急处置演练

本报聊城11月10日讯(记者
李怀磊 通讯员 段其飞

王芳) 为了有效预防和减少
涉酒道路交通事故发生，保障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结合事故
预防“减量控大”工作要求，连
日来，聊城高速交警在辖区内
持续开展涉酒驾驶整治行动，
严厉打击酒驾、醉驾交通违法
行为，全力营造安全、畅通、有
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在东昌府大队辖区，民警
结合酒后驾驶违法行为的特点
及规律，重点路段、合理安排部

署警力。在聊城南收费站设置
的临时检查点现场，执勤民警
对过往机动车驾驶员进行仔细
查验，并使用酒精测试仪、执法
记录仪等执法装备，及时做好
违法取证工作。对查处的酒驾
违法行为坚持“零容忍”，让拒
绝酒驾成为每个驾驶人的自觉
行动。仅8日晚，东昌府大队便
查处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行为2
起。

在临清大队辖区，大队加
大对夜间重点时段的查处力
度，依托临清、临清东、金郝庄

收费站，合理利用酒精测试仪、
执法记录仪、对讲机等执法装
备，对过往车辆进行逐一检查。
针对酒后驾驶高发时段，实施
高频率检查车辆，对酒驾、醉
驾、毒驾、无证无牌、假牌套牌、
超员超载、驾乘汽车不使用安
全带、等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酒后驾驶害人害己，聊城
高速交警再次提醒广大交通参
与者要遵守交通法规，自觉抵
制酒后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
严防交通事故发生，保障自己
和他人生命财产安全。

高速交警持续开展涉酒驾驶整治
严厉打击酒驾、醉驾交通违法行为

11月6日上午，高唐县三十里铺
镇贫困肢体残疾人假肢安装活动
在高唐县残联康复中心进行。李新
正是三十里铺镇田牌村建档立卡
贫困户，因车祸导致左小腿截肢，
多年来无法正常行走，给生活带来
了极大的不便，家庭生活非常困
难。镇残联在得知情况后，及时为
他进行适配。在活动现场，经过工

作人员的认真安装调试后，他终于
可以“行走自如”了。

三十里铺镇共有5名贫困残疾
人员安装了假肢。免费安装假肢活
动，不仅减轻贫困残疾人的家庭经
济负担，还能有效地帮助他们恢复
身体基本机能，解决他们的迫切需
求，让他们能走出家门参与劳动。

(刘爱刚)

免费安装假肢 树立“民心支点”

今年10月，高唐县汇鑫残联积
极响应政策，为新纳入的“即时帮
扶”贫困残疾人申请无障碍改造辅
助器具全部发放到位，方便了贫困
残疾人的生活需求。

汇鑫街道西关村的郝英臣就
是其中一名“即时帮扶”贫困残疾
人，三年前被评为肢体二级残疾，
并及时发放了精准康复辅助器具

轮椅。前段时间又因为身体原因住
进医院，汇鑫街道办事处了解到情
况后，及时把他纳入了即时帮扶贫
困户。在巩固脱贫攻坚工作中，汇鑫
街道对已脱贫户加强跟踪服务，帮
扶责任人每周入户了解贫困群众生
产生活状况，确保稳定脱贫不返贫，
持续巩固脱贫攻坚工作成效，确保
小康路上不让一个人掉队。

“即时帮扶”让贫困残疾人重拾生活新希望

自幼患佝偻病，身高不到1 . 5
米，高唐县清平镇西小村残疾青年
韩元昌，凭借坚强的毅力，走过坎
坷的求学路，成长为一名闻名乡里
的乡村医生。虽然背负给女儿看病
的近20万元债务，他却仍坚持一如
既往地免费救治困难患者。

韩元昌和妻子在离自己家不
远的村西头租了三间平房，经营着
自己的诊所。或许自己是一名残疾
人的缘故，韩元昌特别能理解病人
的痛苦。他把病人当亲人，困难的

患者到他的诊所看病或拿药，他就
免费治疗或者只收一点成本钱。

“我们一家人就是困难群体，
深知看病的难处，再加上我自己也
是残疾人，特别能体会病人的痛
苦，免费给人看病也是应该的。”韩
元昌说。目前，他已经为上百名困
难患者免费医治。韩元昌勇敢地面
对生活，也用爱心回报社会的关
爱，当地政府给予他很多关照，为
他全家办理了低保，帮助他改造了
危房，韩元昌用意志铺就脱贫路。

高唐清平镇韩元昌：用坚定意志铺就脱贫路

聊城开发区北城街道办事处组
织扶贫相关人员及各社区主任到冠
县、高唐参观学习，实地参观了兄弟
乡镇的扶贫开展情况。北城街道虽
然根据自身的扶贫特点实施了一系
列的扶贫举措，也取得了较好的扶

贫效果。但通过这次参观，还是学习
到了兄弟乡镇的一些优秀经验、做
法。回到北城以后，领导直接在中巴
车上召开了总结会，要求结合北城
街道的实际，再进行一次提升工作，
使扶贫工作更上一个台阶。

聊城开发区北城街道扶贫专班外出参观学习促提升

近日，聊城开发区社发局为三
个低保大学新生举行了低保新生
救助仪式，每人资助4000元。低保大
学新生救助保障了贫困家庭子女
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促进社会公
平。“扶贫要同扶智、扶志结合起
来。”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必须要

把扶智摆在重要位置。要紧紧抓住
扶贫教育这个根本。扶钱不如扶
智，扶今天更要扶明天，要让贫困
孩子接受良好教育，阻断贫困的代
际传递。确保每个贫困学生在各个
教育阶段有学上、上得起，不让贫
困家庭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聊城开发区：低保新生救助 扶贫扶智当先

聊城开发区蒋官屯街道办
事处组织各包户干部进行入户
走访，深入了解近期贫困户的基
本情况，确保贫困户对象精准，

确保贫困户的各项扶贫政策得
以落实。根据贫困户人口变化情
况，实行动态管理，入户带好扶
贫手册，进行核查、核实、完善。

要做到准确无误把扶贫工作真
正当作头等大事牢牢抓手中、沉
下去、深入到户，时时抓扶贫，把
扶贫工作做到实而又实。

聊城开发区蒋官屯街道办事处积极开展扶贫工作

84岁的徐金堂是个五保
户，脾气比较轴，因为鸡毛蒜
皮的事和邻居也有纠纷，和兄
弟姐们也不和，前几天腿摔断
了，没人照顾。帮包责任人云
志超知道后做通徐金堂侄子

的工作，照顾病号，跑前跑后
几次去医院探望，又和镇民政
所联系，资讯护理费问题。由
于徐金堂原来生活能自理，每
个月民政给照料人护理费50
元。民政所表示，出院后根据

实际情况对徐金堂重新评定，
根据评定结果适当增减照料
人的护理费。如果徐金堂想去
敬老院，民政会积极的协助办
理。

(张博)

临清市老赵庄镇：五保户有了知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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