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茌平区民政局组织机关
干部开展“整洁村容村貌”文
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志愿
者深入到帮扶贫困村进行人
居环境整治，清扫村中垃圾，
义务清扫街道，倡导了广大
群众自觉爱护环境，为建设

生态宜居美丽乡村贡献力
量。

由茌平区民政局、洪官
屯镇政府主办，七彩公益志
愿者协会承办的新时代文明
实践扶贫志愿者慰问演出在
洪官屯镇举行。活动中，七彩

公益艺术团精心创作排演了
歌曲、舞蹈、二人台等20个精
彩的文艺节目，演出现场高
潮迭起，掌声、欢呼声经久不
息。在活动现场，志愿者在做
好服务和政策宣传的同时，
发放宣传资料200余份。

茌平区民政局深入帮扶贫困村开展慰问活动

为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深入推进茌平区农
村精神文明建设，满足广大农
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近
日 ，茌 平 区“ 我 们 的 中 国
梦”——— 文化惠民进万家暨第

一书记帮包村文艺演出分别
来到省派第一书记驻村的韩
屯镇的杨屯乡和贾寨镇、博平
镇、肖庄镇进行三场综艺两场
戏曲的文化扶贫下乡演出，干
部职工深入基层、走进乡村，

把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群众
喜闻乐见的优秀文艺节目送
到群众中去，助推脱贫攻坚和
乡村振兴，让老百姓在家门口
中感受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
暖。

茌平区贾寨镇：文化扶贫下乡演出

为让扶贫工作更加精准，
茌平区乐平镇开展扶贫工作
人员规范培训，每个月组织两
次对村居党支部书记的帮扶
培训外，还选派指导员下村，
到每一个贫困户家中实地指

导帮扶干部；扶贫工作人员规
范档案，全面建档立卡，按时
制订帮扶计划，适时开展帮扶
措施，认真填写脱贫路径。

扶贫工作人员还与帮扶
干部签订了责任书，每年对帮

扶工作验收评估一次扶贫工
作人员还每个月召开一次街
道扶贫办、社区、居两委和贫
困户代表联席会议，探讨下一
步帮扶措施，带领群众脱贫致
富。

茌平区乐平镇：让扶贫工作更加精准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精准
扶贫战略思路，落实关于打
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茌平
区振兴街道充分发挥领导干
部示范带动作用，促进帮扶
工作有序推进，确保如期完

成脱贫攻坚。
振兴街道坚持脱贫政策

宣传到位，提高政策帮扶政
策知晓率，增强贫困户脱贫
致富内在动力；坚持双包工
作执行到位，提高干部扶贫

执行力。街道实现领导干部
走访贫困户常态化，将帮扶
措施可操作性强，能落实到
位的好政策好方法切实作用
在贫困户本人，确保贫困户
稳定脱贫。

茌平区振兴街道多措施促进帮扶工作有序推进

1 1月2 1日，全市规范管
理产业扶贫项目现场会在
茌 平 区 召 开 。副 市 长 任 晓
旺，市委副秘书长、市扶贫
开发办主任王同章参加现
场会。与会人员首先来到贾

寨镇耿店村实地观摩了蔬
菜大棚产业扶贫项目，到博
平镇兔养殖产业扶贫项目，
茌平全区 3 4 个省扶贫重点
村全部退出，5 1 6 9户贫困群
众稳定脱贫不返贫。任晓旺

要求进一步增强规范提升
产业扶贫项目的责任感和
紧迫感，确保年底如期打赢
脱贫攻坚“翻身仗”，向市委
市政府和全市人民交上一
份满意的答卷。

全市规范管理产业扶贫项目现场会在茌平区召开

今年以来，开发区加大源
头防治工作力度，健全了由村
和社区工作人员为信息员的
农村留守儿童动态监测报告

制度，建立了“四点半学校”，
组织开展了农村留守儿童摸
底排查工作，辖区农村留守儿
童数量逐步减少。2019年，聊城

开发区将社会散居孤儿和困
境儿童基本生活费提高为每
人每月920元，保障体系更加
完善。

聊城开发区：健全孤儿和困境儿童福利保障体系助力脱贫攻坚

近日，开发区安排布置
了《到户帮扶工作手册》的摸
底填写工作。要求行业部门、
区和各乡镇 (街道 )扶贫办要

做好对帮包干部的指导培
训；帮包干部扎实开展入户
调查，把未落实的政策问题
全部找出来；行业部门负责

人在 2天内深入到贫困户家
中进行核实处理。截至目前，
该区已经摸底完毕，政策落
实正在推进中。

聊城开发区全力做好《到户帮扶工作手册》的摸底填写工作

为进一步提高贫困家
庭劳动力就业、创业技能水
平，开发区认真落实中等职
业学校免学费和奖助学金
政策，对具有劳动能力并愿

意学习技能的农村贫困人
口，以药校为依托实施技能
培训，实现“一人就业，全家
脱贫”。同时，严格落实中职
学校贫困生资助政策，按照

每人每年不低于 2 0 0 0 元的
标准分学期发放国家助学
金，帮助贫困学生完成中专
以上职业教育，掌握一项就
业技能。

聊城开发区实施技能培训促进就业创业扶贫

今年以来，开发区教育局
大力推进精准资助工作，高标
准、高质量的完成学前教育资

助各项任务目标。严格执行对
于建档立卡贫困学前儿童免
收保教费，并按每生每年平均

1200元标准发放学前教育助学
金，全力保障贫困群众家庭子
女学前教育全覆盖。

聊城开发区扎实做好贫困群众家庭子女学前教育资助工作

今年以来，开发区针对部
分贫困群众家庭环境脏乱差
的实际情况，动员全区妇联组
织和广大妇女全面开展了以

“双提升”为主要内容的巾帼

脱贫行动。组织区乡村三级妇
联干部和巾帼志愿者义务到
贫困户家中开展庭院卫生、室
内卫生、个人卫生、心理卫生
为主要内容的志愿服务活动，

并筹集资金为贫困户购买了
床单、被子、桌布、扫把等生活
用品，实现了由原来“进不去
门”到“焕然一新”的良好转
变。

聊城开发区大力实施巾帼脱贫行动

近日，开发区经贸发展局
立足行业扶贫职责，聚焦脱贫
攻坚，积极开展了“配送洁净

型煤帮助贫困群众过冬”活
动，按时配送洁净型煤，减少
原煤燃烧，提升空气环境质

量，保障百姓顺利过冬，切实
让贫困群众切实感受到了党
和政府的温暖。

聊城开发区：配送洁净型煤帮助贫困群众过冬

为进一步落实上级精准
脱贫政策，加快脱贫再提升
步伐，临清市青年路街道办
事处围绕扶贫中心工作，采
取了多项措施助力脱贫攻坚
再提升。

按照上级文件精神指示，

临清市青年路街道办事处统
一 下 发《 精 准 扶 贫 帮 扶 日
志》，从贫困户姓名、家庭人
口数、致贫原因、帮扶措施等
方面对工作日志进行规范化
培训填写。要求所有帮包干
部重点宣传扶贫特惠保、健

康扶贫等和贫困户息息相关
的扶贫政策，争取让贫困户
学懂、弄通、会用。在走访中，
要对照标准找问题，并采取
扶贫措施，帮助贫困户实现
脱贫攻坚再提升。

(李红艳)

临清市青年路街道办事处多举措助力脱贫攻坚再提升

临清青年路街道抢抓机
遇、狠抓落实、转变思想、用心
用情用力，在全面完成“两不
愁三保障、旱厕、自来水、收
入”等关于脱贫的要求外，对

“生活水平和居住环境”提出

了更高要求，先后投资几十余
万元，全面开展了以厕所净、
院落净、厨房净、床铺净、室内
净、自身净为核心的“双提升”
工作。

下一步，青年路街道将持

续发力，进一步创新脱贫攻坚
方式方法，进一步细化帮扶举
措，进一步整合各方力量，坚
决打好打赢脱贫攻坚这场必
胜硬仗。

(李红艳)

临清青年路街道全力推进脱贫攻坚

在当前扶贫工作中，莘县
观城镇扶贫办工作人员开展
走访慰问活动。一、深入到贫
困户家中，详细了解村情、村
貌，走访贫困户，开展好生活
方面的恳谈，全面摸清贫困原
因核实好贫困信息，准确掌握
致贫问题，认真分析和完善精
准扶贫信息，听取群众意见，
广泛宣传扶贫政策的要求和
目标，为群众脱贫致富“问诊
开方”，做到一村不漏，一户不
落，填写精准调查表，与农户

一起商量、汇总，梳理致贫原
因，群策扶贫增收措施，因户
施策。二是全身心投入，积极
反映工作开展情况，服从与相
关部门儿团结协作，共同推进
扶贫工作发展。三是切实转变
作风，落实定期工作会议制
度，交流学习心得体会，遵守
工作纪律，多往扶贫户家中
跑，注意尊重民风民俗，树立
干部在百姓心中良好的形象，
这样才能推动精准扶贫工作。

(陈福会)

莘县观城镇“零距离”服务贫困户

连日来，莘县观城镇针对
扶贫领域中，突出问题专项整
治工作开展自查自纠。

一是强化组织领导。本次
专项治理由镇党委牵头组织
实施，镇纪委负责具体实施。
涉及的相关部门组成扶贫领
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领
导小组，负责实施专项治理相
关工作。二是精准定位整治。
召开全镇扶贫领域突出问题
专项整治专题会，制定《观城
镇开展扶贫领域突出问题专
项整治工作方案》，突出以精
准监督助力精准扶贫，扶贫手
册填写是否规范、群众满意度
是否提等，要通过此次村与

村、户与户的核查，反复核对
各类信息，完善各种资料，查
漏补缺，取长补短，及时整改，
起到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的作
用。三要切实抓好产业扶持，
将“扶志”与“扶智”紧密结合，
重点加强基础产业建设，做好
社会兜底工作，让更多的贫困
老百姓享受到社会福利。四对
于已发现的问题，制定整改计
划和台账，限期按时整改。强
化整改落实，严格责任追究，
将整改落实贯穿自查自纠和
监督检查全过程，坚持边查边
改，边查边纠，边查边除，做到
发现一批、整改一批、查处一
批。 (陈福会)

莘县观城镇开展扶贫领域自查自纠活动

为切实查在找脱贫攻坚
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持续
抓好整改工作，近日来，莘县
莘亭街道贫困户范围内“拉网
式、全覆盖”排查，对全镇扶贫
对象建档立卡469户工作开展
情况进行自查整改，确保下半
年度脱贫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坚持问题导向。紧紧围绕
脱贫攻坚中精准识别和精准
退出、脱贫质量、行业政策落
覆盖率、落实率、驻村帮扶实
效、户容户貌、政策宣传等方
面，举一反三，全面核查。

坚持精准方略。脱贫攻坚
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

举在于精准。集中力量，全面
排查错评、漏评、错退和帮扶
工作满意度的“三率一度”工
作，确保脱贫成效和帮扶工作
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

坚持较真碰硬。聚焦突出
问题，从严要求，狠抓责任落
实，责任组组长、扶贫专干负
责抓好各村脱贫攻坚工作，严
格对照自查内容做好工作细
化，切实整改到位 ;各帮扶责
任人要逐户到扶贫对象“访贫
问苦”，更新具体帮扶措施，坚
决做到不推诿，真反思，真整
改。

(王建民)

莘县莘亭街道：扶贫自查自纠促提升

为激发贫困群众的脱贫
内生动力，结合脱贫攻坚工作
部署与贫困群众实际，莘县魏
庄镇决定在全镇贫困户中推
行积分制。

主要内容为在全镇贫困
户(已经采取集中供养措施的
除外)中采取“贫困群众积极
主动参与、扶贫专干、帮扶干
部测评，管区书记、包村责任
人审核”的运作模式，全面开
展积分奖励机制，由村级扶贫
专干依据贫困户的情况初评
打分，管区书记、包村责任人
集中审核的程序进行。每分奖
励1元，每户每月最高可积100
分，每月一评分，每个月兑现
一次奖励。积分的标准和运用

1、积分标准：积分实行百分
制，主要评分项目包含扶贫政
策熟悉程度、配合帮扶工作、
生活质量和居住环境“双提
升”工作、孝善养老、助人为乐
等内容。每月20日由村级扶贫
专干对遍访情况初评打分填
写《魏庄镇贫困户积分管理明
细表》，由管区书记审核后报
镇扶贫办。积分奖惩：镇扶贫
办于每月的25日前把《魏庄镇
贫困户积分明细表》汇总，镇
扶贫办每个月的10日前将上
月的贫困户积分兑现的奖金，
通过一卡通的形式打入贫困
户银行账户。有利破除“等要
靠”思想。

(王涛)

莘县魏庄镇实施“积分制”助力扶贫工作

减资公告
山东东阿古胶阿胶系列产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5247498686028)经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减资，注册资本

由6000万元人民币减至4560万元人民币，请债权人于公告之日起45日

内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山东东阿古胶阿胶系列产品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高 唐 县 晨 晗 电 子 商 务 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71526MA3PJU7N3P)经股东会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减资，注册资

本由500万元人民币减至50万元人民币，请债权人于公告之日起45日

内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高唐县晨晗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挂失声明
邢莉莉(身份证号：370802197604073326与聊城市水城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签订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合同编号：201011140075686，不动产权

属证书号0006137)及购房收据一张(收据号：5185308，金额：91 . 7530万元)

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声 明
母亲：邢锐，地址：山东省菏泽市甄城县富春乡包朋屯行政村红

庙屯村312号，父亲：张伟，地址：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斗虎屯镇任回

村31号，于2012年在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妇幼保健院出生，男孩姓

名：张盛迪，请(邢锐)在登报45天之内为(张盛迪)办理出生医学证明，逾

期不办理，视为(邢锐)自动放弃办理出生医学证明权利。特此声明！刊

登人(张伟)，由此引发的一切纠纷由声明方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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