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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3新闻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城事

本报聊城6月2 9日讯 (记者
李怀磊 孙霞 ) 29日，聊城

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发
布公告，为进一步提高聊城市区
道路通行效率，更好地开展全国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市公安局交
巡警支队在实地调查和研判分
析的基础上，结合市民群众反映
和道路交通实际需要，经研究决
定，对市区部分道路通行管理措
施进行调整。

取消益民胡同的机动车限

时单向通行。由于兴华路、建设
路等道路雨污分流改造施工，为
缓解东昌路东西方向交通压力，
发挥城市街巷微循环作用，现取
消益民胡同(东昌路至兴华路路
段)机动车单向通行分时限制措
施，该路段实行2 4小时双向通
行。同时，为减少东昌路与益民
胡同的车辆交叉干扰，机动车在
益民胡同自北向南驶入东昌路
时，禁止在路口左转，有左转需
求的机动车一律右转西行至东
昌路最近的择机掉头处掉头。

育新北街北口禁止机动车

自南向北左转。由于目前育新北
街道路极为狭窄，仅有双向两条
车道，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混行，
且该路段附近人口稠密，车流、
人流量极大，自南向北左转的机
动车在育新北街与东昌路交叉
口等信号灯待转时，造成后面需
右转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严重
滞压，影响道路通行效率。同时，
育新北街自南向北左转的机动
车在进入东昌路时，与自北向南
行驶的非机动车、行人相互交叉
干扰，存在较大安全隐患。现决
定，机动车在育新北街自南向北

驶入东昌路时，禁止在路口左
转，有左转需求的机动车一律右
转东行至东昌路最近的择机掉
头处掉头。

取消育新街的机动车限时
单向通行。为解决育新街附近小
区居民西向出行需求，缓解东昌
路、利民路交通压力，实现城市
人口密集区域交通微循环，现取
消育新街西段的机动车限时单
向通行限制措施，该路段实行24
小时双向通行。

以上规定自公告发布之日
起实行，请广大驾驶人自觉遵

守。考虑到附近机动车驾驶人的
出行习惯将有较大改变，交警部
门一方面将加派警力对以上路
段进行疏导，加强交通管理规
定的宣传提醒；另一方面对违
反禁行规定的机动车，将采取
先期宣传教育引导的人性化执
法模式，给予20天的过渡期，过
渡期内仅采取口头警告、限时
驶离的管理措施。自2020年7月
1 9日零时起，对违反禁行规定
的机动车，将采取电子监控抓
拍和民警现场执法的方式，依
法予以处罚。

聊城两路段取消限时单向通行限制
另有两路口禁止机动车左转，7月19日零时起将启动抓拍

近日，东昌府区梁水镇扶
贫工作人员像往常一样，定时
进村入户了解贫困户所需所
求，形成一种常态化走访慰问
自己所联系的贫困户。

走访中，该镇政府帮扶责
任人与困难群众拉家常、详细
了解他们目前的家庭状况，认

真听取他们当前存在的困难
及今后打算。同时，向贫困户
宣传了各级党委政府制定的
涉农惠农政策，对贫困户提出
的当前无法解决或不符合相
关规定的问题，耐心作出解
释。

结合“两不愁，三保障”等

标准，逐项排查贫困户家中可
能存在的问题。对排查出来的
问题进行梳理，能当场解决的
就直接帮贫困户解决，不能解
决的问题及时与村干部商议
解决，确保贫困户家中不留存
任何问题，为贫困户脱贫保驾
护航。 (王立东)

东昌府区梁水镇镇扶贫工作常态化 定期走访贫困户

聊城市茌平区肖家庄镇积
极开展“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
贫攻坚”的主题活动，镇团委金
晖助老、镇帮扶干部协力到贫

困户家送温暖，先后到对接困
难群众家中送生活慰问品、打
扫卫生，从而更好来改善贫困
户的生活质量，将工作做到细

节之处，真正将帮扶工作做到
贫困群众的心坎上。大家尽自
己所能，帮助困难群众解决生
活困难，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茌平区肖家庄镇开展“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助力活动

“这几天，村里帮俺买了
橱子、刮了仿瓷，电线也整顺
溜了，敞亮整洁，另外，这屋也
享受了危房改造的好政策，俺
打心里高兴。”6月24日，茌平
区乐平铺镇王兰廷村建档立
卡贫困户王长忠的母亲笑着

对笔者说，这是乐平铺镇积极
推进贫困户“双提升”活动取
得的成效的一个缩影。

为确保活动取得实效，该
镇建立了长效工作机制，落实
了“双提升”活动周总结、月评
比、季考核制度，有力地推动

了此项工作向纵深开展，进一
步巩固了全镇脱贫攻坚工作
成效。自“双提升”活动开展以
来，该镇已修缮、改造房屋28
户，修补房顶、更换门窗、玻璃
36户，清洁庭院、室内电路排
查、添置家具98户。

茌平区乐平铺镇“双提升”活动提升贫困户“精气神”

近日，市贸促会党组书记
赵迎春一行到单位派驻“第一
书记”任职村茌平区杨官屯乡
郎庄村走访调研，市贸促会党
组成员、副会长方长彬，茌平
区挂职区委常委刘培哲，及相
关负责同志等陪同调研走访

并参加座谈会。
座谈会上，赵迎春同志认

真听取了派驻“第一书记”吕
明同志关于郎庄村帮扶工作
开展情况的汇报，杨官屯乡党
委书记何宁介绍了“第一书
记”派驻村的详细情况。座谈

会后，市贸促会一行，看望慰
问贫困家庭的孩子们，并给孩
子们送去了书包、文具等节日
礼物。随后实地考察了郎庄村
的村容村貌、基础设施情况和
牧原集团生猪养殖项目施工
现场。

市贸促会一行到茌平杨官屯乡“第一书记”帮扶村走访慰问

6月25日，聊城开发区总
工会组织志愿者开展“金晖助
老 浓情端午”青春扶贫志愿
服务活动。志愿者带着粽子来
到结对老人家中，为老人蒸粽
子、清理卫生、与老人拉家常，
为12名贫困老人带去了浓浓
的节日氛围，陪伴老人们度过

了一个难忘的端午节。25日晚
上，总工会联合蒲心社工服务
中心和乡村放歌青年志愿服
务团到广平乡颐和家园为颐
养中心的老人表演文艺节目，
一方面丰富老人的精神生活，
另一方面为颐养中心的老人
带去端午的安康，与老人一起

度过源远流长的传统节日。老
人们纷纷表示，这个端午节过
得非常开心，不仅有志愿者的
陪伴，还有好看的节目，非常
感谢志愿者能来到他们身边，
让他们度过了一个有意义的
端午节。

(贺庆彩)

聊城开发区开展“金晖助老 浓情端午”特别活动

为进一步做好学生资助
宣传工作，帮助广大初、高中
毕业生提前了解下一学段的
国家学生资助政策，及时解除
经济顾虑，鼓励他们认真学
习、安心备考，6月28日，聊城
高新区行知学校以《山东省学
生资助管理中心致初中毕业
生的一封信》为主题开展教育
扶贫班会。

青少年是国家的希望、民
族的未来，为了不让一些家庭
经济困难的孩子为今后的学
费和生活费担忧。在主题班会
上，班主任耐心细致地向同学
们讲解国家、省市扶贫的力度
和决心，以及学校教育扶贫攻
坚计划、帮扶制度和行动措
施。

通过此次主题班会活动，

同学们对精准扶贫政策有了
更深的了解与认识。本次班会
的召开使学生进一步认识到
关心、帮助别人的重要性及其
重大意义。引导学生自觉发扬
关爱互助的精神，使他们以后
更主动地伸出手去关心帮助
别人，从而营造一个充满爱心
的世界。

(谢平)

聊城高新区行知学校教育扶贫主题班会

阳谷县寿张镇强化系列
措施，推动脱贫攻坚工作深
入开展。

寿张镇党委、政府为拓
宽贫困群众增收渠道，该镇
在做细做实贫困户基础台
账、掌握基础信息同时，针对
每家每户实际情况，制订针
对性强、精准度高的脱贫帮
扶措施，多管齐下围绕增收

想办法，不断拓宽贫困群众
稳定收入渠道。寿张镇把脱
贫攻坚工作与乡村振兴战略
相结合，与改善人居环境相
结合，与统筹做好垃圾处理、
污水处理、水冲厕所等设施
建设相结合，不断推进村庄
硬化、绿化、亮化、美化工程
落地，并明确时间节点、推进
办法、保障措施，切实改变农

村脏乱差现状，以良好的人
居环境，助力决胜脱贫攻坚。
同时，以“两不愁三保障”为
基本要求，注重因地因人施
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
类型施策，最大限度地用好、
用活、用足国家扶贫开发相
关政策，保障他们脱贫后收
入的稳定性。

(张中良)

阳谷：推动脱贫攻坚深入开展

近日，东昌府区梁水镇扶贫办组
织家庭签约医生和乡村医生对辖区范
围内106个行政村的898户建档立卡贫
困村民进行健康扶贫入户走访工作。

此次健康扶贫进村入户走访工
作坚持不漏一户，以“面对面”的宣传
方式对贫困户进行相关政策宣传。

家庭医生签约团队每到一户，
医务人员都耐心地为贫困户讲解
贫困户参加新农合优惠政策、大病
保险报销、大病救助、住院先看病
后付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等一系
列健康扶贫政策，并对贫困户提出
的问题一一解答。 (王立东)

东昌府区梁水镇落实健康扶贫政策

近日，东昌府区古楼街道召开
脱贫攻坚专题会议，会议主题全力
打赢脱贫攻坚问题清零培训会。古
楼街道党工委高度重视，逐户研
判，压实帮扶干部责任，会上对古
楼街道当前扶贫工作详细安排、紧

密部署，确保各项工作严格按照时
间节点顺利完成，为迎接全市年终
考核做好充分准备。并对2020年古
楼街道扶贫收益发放工作进行调
度和部署，确保6月底前将收益发
放到户。 (王琳)

东昌府区古楼街道召开脱贫攻坚问题清零专题会

2020年6月23日课间操，聊城高
新区韩集中学刘校长对党员教育扶
贫帮扶再次进行了会议安排。要求
帮扶党员利用不同的时间，进村入
户结对帮扶，宣讲中央和省、市、县
确定的一系列扶贫政策，特别把我
区教育扶贫等方面的政策进行宣
讲。通过宣讲，引导建档立卡户摒弃

“等靠要”的思想，树立“苦等苦熬无
出路、苦干实干能致富”的意识，激
励每一位扶贫户深刻认识到我们党
的关怀。在宣讲政策的同时，与结对
贫困户拉家常、谋脱贫，了解结对户
的思想动态、家庭状况、扶贫政策落
实情况，再次详细了解各自负责的
贫困户的基本情况和帮扶愿望。

聊城高新区韩集中学党员带头结对帮扶贫困生

今年以来，聊城开发区成立
特殊儿童专家委员会，对特需儿
童进行了接受教育能力情况鉴
定，使特需儿童得到有效安置。组
成专班对全区建档立卡贫困户适
龄儿童入学情况进行了排查，保
障适龄儿童及时入学入园。共排

查学龄前儿童49名，其中正常入
园36名，不足龄儿童10名，因多重
残疾不具备入园学习能力3人；排
查义务教育段适龄儿童226名，其
中正常入学222名，送教上门2名，
延缓入学2人，因智力原因不具备
学习能力1人。

聊城开发区控辍保学一个不落

今年以来，聊城开发区通过摸
排、核对、反馈等形式，先后开展了
2轮“万名教师送温暖，教育扶贫访
万家”活动，精准掌握了全区建档
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各学段就
读情况，分期落实教育资助。2020年
春学前政府资助270人，发放资助金

16 . 2万元，非寄宿生生活补助1032
人，资金26 . 5625万元；寄宿生生活
补助1145人，资金71 . 0875万元；对有
办理高校生源地贷款意愿的高校
学生，应贷尽贷，2020年共办理高校
生源地贷款 2 1 0人，贷款总金额
167 . 31万。

聊城开发区确保教育扶贫资助政策全覆盖

阳谷县金斗营镇党委、政府通
过抓实抓细脱贫攻坚工作，坚决打
赢脱贫攻坚战。

金斗营镇层层压实责任，镇、
管区、村三级成立专门队伍，专项
负责扶贫业务，确保全镇扶贫工作
有人管、有人问、有人落实。全面压
实村党支部书记、驻村帮扶干部、
村扶贫专职责任，村支部书记作为
村党支部负责人，对扶贫负政治责
任，包户干部为扶贫工作的直接责
任人，对扶贫负直接责任，村扶贫

专职主任为扶贫业务主要负责人，
对扶贫负业务责任。充分利用扶贫
专职的群众优势，施行扶贫信息月
报告制度和立即报告制度，突遭变
故、学生辍学等重大情况立即报
告，其他情况每月例会时统一报
送。每月例会对村支部书记、扶贫
专职进行业务考试和现场提问，确
保支部书记、扶贫专职懂业务、通
业务，镇扶贫办及时掌握扶贫户情
况，以便调整扶贫思路，抓细抓实
扶贫工作。 (武琦 周长忠)

阳谷：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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