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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系家乡躬耕田间
激活高质量发展“主引擎”

——— 记聊城市茌平区第五批挂职科技副区长代养勇

城事

专业优势

倾力助推“三农”发展

推广农业技术。初回家乡，代
养勇本着为家乡做实事的初心，
奔波于田间地头、果园大棚，与村
民深入沟通交流，深入企业调研，
理清工作思路，迅速开展工作。发
挥自身专业优势，在茌平枣乡情
省级农业科技园区、茌平小果篮
合作社、茌平浩佳森生态农业观
光有限公司，推广应用联合国获
得最高奖的“秸秆生物反应堆”技
术，抢占先机，早上市、产量大，平
均每亩大棚增收3万元，并成功争
取到了“2019年中央财政农作物
秸秆综合利用试点”经费1000万
元。目前该技术已扩大到区11个
乡镇，共计9万亩。2020年示范区
小麦亩产量超过600公斤，较全区
平均水平增产10%。

扶持园区建设。围绕茌平“铝
城枣乡”产业特色，帮助枣乡情省
级农业科技园研发了圆铃大枣乌
枣茶1个新产品。邀请山东农大、
山东农科院专家来园区技术指导
42人次，为园区引进了平菇、巨鲍
菇、草菇、赤松茸等食用菌种植技

术，推进企业与以色列农业专家
签订全方位的合作项目，建立“万
吨级速冻果蔬生产线关键技术和
高标准冷藏冷链运输系统集成示
范”项目，大幅度提升了茌平圆铃

大枣和果蔬精深加工水平以及出
口创汇效益。

推进三产融合。依托区著名
景点望晋台、中国圆铃大枣博览
馆(3A景区)、中国兔文化博览馆，

成功举办两届生态观光“采摘
节”，年接待游客十几万人次。打
造“一农、一红、一绿、一游”一二
三产业融合模式，带动了当地休
闲农业、乡村旅游的发展。2019年
该园区被授予“山东省新型职业
农民乡村振兴示范站、省级优秀
农业科技园区、“省级优秀农科驿
站”。

培育人才

筑牢产才发展根基

人才是科技创新的基石，是
经济发展的动力。代养勇发挥手
中资源的优势，全力做好人才培
育工作。多次邀请山东农大、省农
科院专家来茌平授课，成功举办
了4个基层农技人员和4个新型职
业农民培训班，培训1817人次。遴
选培育农业领军人才20人、农业
经理人30人。积极对接国内知名
农业专家，指导企业申报泰山产
业领军人才工程。2019年汇富农
牧获得茌平首个高效生态农业类
泰山产业领军人才项目，该企业
被授予“省级优秀农科驿站”。

充分利用茌平黄河故道、土
质特殊的优势，深入挖掘特色资

源，积极推广有机种植、绿色防
控、节水、“一喷三防”和“一增四
改”等绿色高质高效新技术。
2020年上半年新增40个“三品一
标”，绿色食品产品21个，无公害
产品2个。筛选农业示范展示基
地7个，科技示范主体485个。指
导信发集团、金号毛巾、齐鲁味
精、华鲁制药等茌平四大支柱企
业策划数字经济建设。2020年成
功获批了茌平首个国家级“众创
空间”，助推了茌平数字经济的
发展。

顺应时代

开发抗疫“新路径”

疫情期间，转变发展思路，发
挥科技的力量，利用线上直播和
网络配送等方式，帮助解决群众
困难。结合聊城市“星星之火、直
播燎原”科技助农直播活动、山东
广播电视台《县长来了》栏目，网
络直播2次，推介茌平圆铃大枣、
蔬菜等农产品，累计销售收入近
400余万元，为茌平开辟农产品销
售新渠道。同时指导数字产业园
区完成了疫情期间线上蔬菜配
送，保证了居民的菜篮子问题。

他是村民们交口称赞的“代老师”，他是企业依依不舍的“代指
导”，他是茌平区政府楼上慈祥的“代区长”，他就是代养勇，山东农
业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聊城市茌平区第五批挂职科技副区
长。挂职期间，他充分发挥自己在山东农业大学的专业优势，为茌
平区农业及科技工作做出了贡献。

代养勇(右一)与村民深入沟通交流，推广农业技术。

来自高唐县清平镇年仅7
岁的小伟患有先天性软腭裂，父
母均没有劳动能力，是村里的建
档立卡贫困户。因为手术费用昂
贵，小伟一直没有接受过手术。
在济南千佛山医院施行一期腭
裂修复术后，经过一周时间，他

的伤口就已经恢复得很好。
2018年底，省卫健委、省扶

贫办、省医保局、省团委、省计生
协五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组织
开展“微笑一生”农村贫困唇腭
裂患者专项救治公益活动的通
知》，计划用2-3年时间，救治建

档立卡贫困家庭的唇腭裂患者
和农村18周岁以下贫困患者。在
高唐县卫健局组织下，该县有11
位患儿自愿报名参加手术。截至
目前，已有3位小朋友在省千佛
山医院顺利完成手术，并发放
800元公益项目补助金。

“微笑一生”活动换您“一生微笑”生活

“谢谢咱派出所的同志，挂
着俺这家人。现在党的政策这
么好，要不俺真是没法过。”王
大娘激动地说道。11月2日中
午，高唐县琉璃寺派出所指导
员邵传兵来到辖区前屯村困境
儿童小鹏家中，开展走访慰问
活动。刚走进王大娘的院子里，

就看到小鹏蹦蹦跳跳地跑了过
来。今年7岁的小法鹏在上幼儿
园，其爷爷和父母都是残疾人，
一家人大大小小的事都落到了
69岁的奶奶王大娘身上。

为了让小鹏能在健康快乐
的环境下茁壮成长，指导员邵
传兵将新购置的学习用品送到

了小法鹏的手中，并叮嘱王大
娘，百忙之中要关注好孩子的
人身安全，防止各种意外事故
的发生。琉璃寺派出所民辅警
始终站在服务群众第一线，用
实际行动诠释新时代服务不缺
位的“枫桥精神”。

(蒋蔷薇)

帮扶慰问有温度 暖阳行动助脱贫

11月5日下午，高唐县残联
康复服务站里热闹非凡，里三
层外三层地挤满了来安装助听
器的贫困残疾人和他们的家
人，个个脸上洋溢着期待和欢
乐的笑容，人群里还不时发出
一阵阵欢乐的笑声。为帮助听

力残疾人重回有声世界，改善
工作和生活状况，高唐县三十
里铺镇残联免费为23名贫困听
力残疾人安装了助听器。

佩戴助听器后，三十里铺
镇镇小辛村的辛洪桂高兴地
说：“以前听不清楚别人说话，

和人交流十分困难。现在戴上
了助听器，能听清别人的说话，
心里特别激动。”在适配现场，
验配中心的专家认真为每一位
贫困残疾人做听力检测，并指
导残疾人在日常使用助听器过
程中的有关事项。 (刘爱刚)

23名贫困听力残疾人免费安装助听器

当下，脱贫攻坚工作已经
进入关键的决胜阶段。聊城
开发区蒋官屯街道自开展扶
贫工作以来，安排帮包责任
人定期入户走访贫困群众，
充分掌握他们的基本情况和

发展变化，及时解决他们遇
到的实际困难，真正做到了
想贫困户之所想、急贫困户
之所急。此外，办事处在确保

“两不愁、三保障”等扶贫政
策落实到位的同时，还扎实

做好了行业扶贫和产业扶贫
的精准扶贫工作，想方设法
给予困难群众更多的帮助，
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
的温暖，努力提升贫困群众
满意度。

聊城开发区蒋官屯街道：扎实开展扶贫工作，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为了提高全村贫困户生活
水平和居住环境，聊城经济技
术开发区广平镇吴家所村积
极响应镇党委政府做好贫困
户“双提升”工作的号召，每月
对村内几户贫困家庭进行一

次庭院创建评比活动，参与评
比人员为村两委成员及各户
帮包负责人。10月份的评比活
动于 2 1日如期展开，经过评
比，5户家庭均达到了三星级
标准。所有家庭成员都表示会

一如既往地积极参与创建活
动，争取年底达到四星级标
准。通过全体帮包负责人的努
力，所有贫困户庭院安全干净
规范，居住环境质量得到了全
面提升。

聊城开发区广平镇：开展贫困家庭庭院创建评比活动

落实好各项民生政策，做
好兜底保障是“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的重要组成部分。为
保障残疾人合法权益和低保
户待遇，阳谷张秋镇开展建档
立卡贫困户中的残疾人享受

两项补贴和低保户享受经济
困难老年人补贴情况集中核
查工作。具体核查范围如下：
2019年10月1日以来建档立卡
贫困户中的残疾人享受两项
补贴和60岁以上低保户享受

经济困难老年人补贴的情况，
要求对照建档立卡贫困户中
的残疾人名单和60岁以上低
保户逐一核查，不漏一户一
人。

(张慧 李新胜 吴传来)

阳谷县张秋镇核查贫困户各项补贴不漏一户一人

“喂. . . . . .俺家里的电视从昨天
就看不了节目了，你能帮俺问问
怎么回事吗”电话那头是聊城开
发区的贫困户，家里一个70多岁
的老人和一个说话口齿不太清
楚的儿子。像这种求助的电话之
前也打过多次，扶贫工作人员随
即解决。这一次，工作人员了解

情况后给所在辖区的网络管理
人员联系，随即便安排技术人员
进行修理、调试，很快就解决了
问题。扶贫无小事，把扶贫中的
每件小事当做自己的事来办，拉
近了与贫困的距离，产生心与心
的沟通。

(张乐乐)

聊城开发区：脱贫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2018年，刘玉兰20岁的儿子患
上了尿毒症，让这个家庭陷入了
困境。临清老赵庄镇政府积极为
他们一家申请了贫困户补助政
策。村“两委”和帮扶责任人经过
研究，帮她申请了保洁员公益岗
位，使她每年能额外增加6000元收
入。

今年以来，老赵庄镇根据各
村的实际情况和贫困户的就业意
愿、就业能力、就业需求等，为贫
困户量身定制公益岗位。做到人
适其岗、人岗相宜，让贫困户实现
了家门口就业，增加了贫困户收
入，稳定了脱贫攻坚成果。

(张博)

扶贫公益岗助农增收

脱贫攻坚到了决胜阶段，临
清市松林镇帮扶责任人丝毫没有
松劲。松林镇将所有机关干部纳
入到脱贫攻坚的战斗体系中，按
照“帮扶到户，责任到人”的原则，
实施“一进、二看、三算”方法，帮
扶责任人每到一户都与户主及其
他家庭成员进行交流，了解情况。

依据帮扶贫困户的实际情况，通
过送政策、送技术、送信息等多种
服务，入户解决村民最关心，最直
接，最现实的问题。让村民办事从

“跑政府”变成“政府跑”，真正让
帮扶工作帮扶帮到心，扶贫扶到
根。

(张博)

临清市松林镇：帮扶不松劲 脱贫有奔头

为确保符合办理慢性病证条
件的未办证贫困户全部办理到
位，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莘
县朝城镇开展了走村入户的大排
查、大走访，摸底排查疑似慢性病
而未办理慢性病证的贫困户。

一简化手续，提高效率。给贫

困户解释可办理门诊慢性病的病
种目录，并与镇卫生院做好协调，
做好解释工作；二对辖区内的贫
困户来镇上办证的，各村分开时
间段，走到即办，提高工作效率。
三是做好随访工作。

(狄国敬)

莘县朝城镇多措施为贫困群众申请慢性病

莘县朝城镇政府组织7个包
村工作队共27名同志成立了交叉
检查组，对全镇97个行政村开展
为期3天的脱贫攻坚工作交叉检
查。此次检查既为了共同查找工
作中存在的问题，也是对全镇脱
贫攻坚工作的一次“回头看”。

此次脱贫攻坚交叉检查覆盖
面广、重点突出。不但总结了各村
的经验做法，而且进一步对脱贫
攻坚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困
难进行了梳理，夯实了脱贫攻坚
基层基础工作，积极推动了脱贫
攻坚工作全面深入开展。(狄国敬)

莘县朝城镇开展精准扶贫交叉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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