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聊城4月23日讯(记
者 杨淑君) 4月21日，聊
城市2018年公务员招考笔
试顺利进行，全市招录275
名公务员(含参照公务员法
管理单位工作人员)，1 . 4万
余名考生参加考试。

据了解，2018年，聊城
共面向社会招考275名公务
员(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
位工作人员)，报名人数为
1 8 0 6 3人，网上审核通过
16492人，最终缴费14558
人。共设7个考点，522个考
场。为了做好考试的各项考
务工作，聊城市相关部门对
考务安全、考场环境、卫生

食品安全、交通线路等进行
了周密布置。

4月21日，聊城市委常
委、副市长郭建民巡视部分
考点，市人社局局长程继
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
编办主任商华等陪同活动。
郭建民一行先后到东昌路
小学考点和聊城市技师学
院考点的部分考场，认真察
看和了解考生的考试情况
和考场秩序。郭建民要求，
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协作配
合，确保各个环节顺利进
行；要严肃考风考纪，做好
巡考监考工作，保持良好的
考试秩序，确保考试公平、

公开、公正；要完善相关服
务措施，为考生提供优质的
考试环境，确保考试圆满完
成。

为确保笔试组织工作
顺利进行，全力保障考试安
全平稳完成，聊城市人社
局多管齐下，力求实效。突
出安全工作，重点抓好试
卷安全、考试安全、队伍安
全 、信 息 安 全 等“ 四 个 安
全”，确保考试安全平稳进
行。配齐配强人员，精心选
派128名政治素质高、业务
能力强的人员参与考务，
明确职责分工，有序做好
巡视监考工作。严肃考风

考纪，为每个考场配备了
手机信号屏蔽仪和金属探
测仪，坚决打击各类高科
技作弊行为，确保考试公
平公正。加强协调配合，积
极与公安、无线电管理等
部门进行沟通，配备了无
线电监测车辆，加强电子
信息作弊防控。狠抓考试
服务，及时通过市人事考
试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发
布服务信息，告知考生考
点地址、考场分布、乘车路
线等。在各考点学校安排
考场引导员、设置考场示
意图、医务室，为广大考生
提供优质高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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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4月23日讯(记
者 杨淑君 通讯员 胡
海涛 崔静) 2018年，高唐
县将制定系统全面的全域
旅游创建方案，高标准编制
规划，科学谋划布局，继续
做好全域旅游创建工作。

2017年，高唐县通过了
编制《高唐县全域旅游总体
规划》的决议，确定启动全
域旅游创建工作。全市乡村
旅游现场观摩会在该县召
开。旅游品牌营销成效显
著，乡村旅游不断提档升
级，旅游市场监管日趋规
范。连续几年成功举办了葚
果文化旅游节、花朝节、自
行车邀请赛、葡萄品鉴节、
金秋采摘季等节庆活动，吸
引了大量游客，将清平镇、
梁村镇等4个镇、10个村申
报为全市旅游特色镇和旅
游特色村；深化旅游厕所革

命，改建了12座旅游厕所；
为琉寺镇秦庄村争取了旅
游扶贫基金100万元；为向
阳花开庄园争取到文化旅
游项目建设用地22亩。赛石
花朝园、清平森林公园、一
泽农业生态园、宏创现代农
业观光园项目进展顺利。

2018年，高唐县将继续
做好全域旅游创建工作，邀
请有资质的专家团队到高
唐调研旅游资源，形成规划
编制建议书。制定系统全面
的全域旅游创建工作方案。
通过招标，确定规划编制单
位，高起点、高标准编制《高
唐县全域旅游发展总体规
划》。科学谋划布局。启动韩
静霆美术馆、书画小镇、大
奥酒业酒道馆建设，增大全
县旅游体量。推介高唐旅游
品牌，强化行业市场管理，
推动乡村旅游提档升级，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向阳
花开档次提升，打造特色村
庄地标景观。推动泉聚苑规
模扩大，培育“旅游+”新业
态旅游项目。加快宏创生态

农业园规模化菜园采摘大
棚和连栋温室，开发田园风
光休闲度假旅游。扩大唐家
果汇精品采摘观光园区规
模，建成高品质的精品采摘
观光园区。建设谷庄梨园、
西赵黄金梨种植基地和一
泽农业观光园精品旅游景
区。指导大奥酒业工业旅游
示范点、快乐宝贝开心农场
和冠硕农业公司休闲旅游
建设。助推美丽乡村片区建

设 ，在 片 区 推 进“ 厕 所 革
命”。开展旅游文化资源摸
排调查，将片区建设融入旅
游元素，培植旅游产业等。
推进李奇庄和孙庄“苦禅故
里 .尚美画乡”文化项目建
设，打造马颊河旅游观光
带。做好向阳花开国家AAA
级旅游风景区争创工作。强
力推动“厕所革命”。全面推
进2018-2020年69座旅游厕
所建设。

高标准编制规划，科学谋划布局

高高唐唐县县继继续续做做好好全全域域旅旅游游创创建建

为进一步了解贫困户
生活生产状况，针对性解决
贫困户实际困难，莘县朝城
镇组织了贫困户大走访活
动，并进行了以下安排部
署。

党委政府压实帮包干

部的责任。为压实责任、避免
走访走过场，朝城镇专门召
开贫困户大走访活动动员大
会，明确各帮包干部是扶贫
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帮扶成
效纳入机关干部年终考核。

帮包干部带着问题进

村入户。为规避以往帮包干
部走访贫困户过程中出现
的不知道了解什么，朝城镇
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结合以
往实地调研经验，印发了

《贫困户走访调查一览表》，
详细记录贫困户生活生产

基本状况和贫困户的相关
需求，提高了走访效率。

扶贫办做好问题台账。针
对发走访活动过程中发现的
问题，镇扶贫办认真做好相关
台账，在今后的工作过程中有
针对性的解决。 (狄国敬)

莘县朝城镇深入开展贫困户大走访活动

为切实打赢脱贫攻坚
战，莘县大张家镇高度重视
贫困户帮包工作，为每一名
贫困户安排了新的帮包干
部，做到帮包全覆盖。

该镇成立了由党委书
记任组长，相关负责人为成
员的精准扶贫工作领导小
组，负责精准扶贫，全面摸
清收入情况、就业情况和主

要诉求，分类建档立册。根
据摸底情况，根据贫困户的
不同情况，该镇制定了精准
扶贫措施。

同时，该镇做好贫困户

“建档立卡”工作，，对所有
贫困户、贫困人口登记分类
汇总成册，做到“户有卡、村
有册”。

(刘焕利)

莘县大张家镇抓实精准扶贫工作

近日十八里铺镇扶贫办
结合工作实际，将“大学习、大
调研、大改进”的内容要求融
入党建和脱贫攻坚具体工作
中，为以后在学通弄懂理论知
识的基础上，做好扶贫工作解

决实际问题，深入推进各项工
作深入开展打下基础。

注重自身党建和扶贫
业务知识的学习。列清《十
九大报告》等学习内容清
单。同时，注重扶贫一线工

作的问题调研。镇扶贫办分
成两个调研小组分别由镇
主要领导带队，沉到脱贫攻
坚年第一线，逐村逐户走访
调研，推动全镇脱贫攻坚工
作深入开展。

注重问题整改。坚持即
知即改、立行立改，把发现
的问题及时汇总梳理，集体
讨论研究，确定整改措施和
责任分工，确保马上就改、
件件落实。 (王远征)

莘县十八里铺镇扶贫办开展“大学习、大调研、大改进”活动

莘县柿子园镇积极实
施产业扶贫，既为企业争取
了效益，又为广大贫困户提
供了生活资金，实现了企业
发展和脱贫攻坚的双促双
赢。

该镇积极承接上级扶
贫资金，以郑庄40万专项资
金，吸引投资，发展了年产
100吨的双孢菇种植基地；结
合中益粮业，投资200万元建
设扶贫生间车间。两项年收

益24万元，全部用于贫困户
增收。

2017年，柿子园镇贫困
人员226户参与分红，收益分
红线达到4125元，超县标准
325元。同时开展了D级危房

的建设，共建设了43户。全镇
捐款8万余元，捐助衣服被
褥200余套，资助了油、米、面
等生活必需品。解决了“能
否完成脱贫任务，能否达到
脱贫标准”的问题。(邵元龙)

莘县柿子园镇产业扶贫收益普惠贫困户

近日，莘县燕塔街道党委积极
推进“阳光扶贫”工作，对全街道村
干部、人大代表及本辖区主要企业
老板关于“大走访”、“阳光扶贫”工
作进行了业务培训。

会议要求为企业及群众提供服
务要有针对性。对年龄大、无劳动能
力但有子女的低收入户，要多做其
子女思想工作；对无儿无女的五保
老人，要在尊重其意愿的前提下尽
量集中供养；对仍住在条件简陋的
危旧房中的贫困户，要帮助他们进
行危房改造；对家有残疾人或因病
致贫的贫困户，要给予最低保障或
者实施兜底帮扶；对有劳动力的低
收入户家庭，为他们提供免费技能
培训就业信息。 (王运兰)

莘县燕塔街道

“阳光扶贫”暖人心

今年以来，莘县大张家镇在精
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中，积极探索
新路子，不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努
力增强农户自身造血功能，全面减
少和消除返贫现象，取得了明显成
效。

创新实施电商扶贫模式。采取
“支部+电商+合作社+低收入农户”
的方式，率先成立全县首个电商党
总支，在各村成立电商党支部，由莘
县电商党总支与村党支部双重管理
指导，明确各村党总支书记牵头负
责电商平台运营管理，对全镇党员、
村干部、莘县籍大学生进行电商知
识培训，促进支部与电商深度融合。
通过网上商城对外销售当地主产
品，增加收入。 (张守伟)

莘县大张家镇

脱贫拓宽增收渠道

莘县古云镇积极推行贫困户邻
里互助机制，开拓互助式养老脱贫
新路径。由政府购买服务，让有劳动
能力的贫困人员照顾老弱病残的贫
困人员，既提升了贫困老人健康系
数和安全系数，同时也解放了老弱
病残家庭劳动力，也让参加护理工
作的贫困人员有了固定收入。在精
准扶贫工作中探索推行邻里互助的
帮扶模式。还为贫困户提供了生活
上实实在在的方便，充分发挥“远亲
不如近邻”的情感纽带，从关心老弱
病残贫困户的角度出发，同时让尚
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通过力所能及
的劳动换得报酬，有力促进了扶贫
工作的深入开展。 (刘晓芳)

莘县古云镇

“邻里互助”助扶贫

莘县张寨镇为加强脱贫后的持
续扶持，让贫困户走出“扶贫—脱
贫—再返贫”的怪圈，实现脱真贫、
真脱贫。健全完善机制。统筹就业扶
贫、大病救助、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等各类保障，确保“脱贫不脱政策”。
通过搭建各类社会扶贫平台、培育
多元社会扶贫、完善社会扶贫激励
体系。加强动态监管化。从动态监测
入手，明确脱贫目标，做到因户施
策、因人施策。设置脱贫后过渡期，
对已脱贫人口跟踪监测，强化相对
脱贫户、贫困边缘户后续帮扶。突出
产业帮扶。鼓励引导贫困户发展冬
暖式大棚种植等特色产业。采取“合
作社+农户”的产业扶贫模式，构建
合作社和贫困户的利益连接机制，
近一步扩大农村观光采摘特色旅游
基地影响。 (张柱刚)

莘县张寨镇：

三举措巩固脱贫工作

挂失声明
本人史言龙在鸿顺小区4一3

一502室收据丢失，特此登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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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唐向阳花开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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