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4 新闻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2020年6月30日 星期二 编辑：李璇 组版：郑文

城事

惊险！谁的轮胎掉高速上了
聊城高速交警紧急清理，消除交通安全隐患

本报聊城6月29日讯 (记
者 李怀磊 通讯员 武英
杰 ) 6月28日下午，聊城高
速交警高唐大队民警巡逻途
中，发现一个轮胎并及时进
行清理，有效消除了交通安
全隐患，确保辖区通行秩序
安全畅通。

当天下午 3时 1 0分，大
队民警巡逻至高唐西临清方
向匝道处，发现行车道上有
一掉落轮胎，路过车辆纷纷

紧急避让，情况十分危险。
为避免发生交通事故，大队
民警立即开展现场处置工
作，一边开启警报器，现场
指挥，提醒过往车辆注意行
车安全，一边将路面障碍物
进行清理。几分钟后，民警
将车轮推离高速公路，障碍
物被顺利清除。同时，大队
民警联系养护单位，将倾倒
的隔离墩进行处理，消除安
全隐患。

高速交警提醒：高温天
气下爆胎的风险会增加，驾
驶人上高速前，一定要检查
好车况，避免在行驶途中车
辆零件、所载货物掉落。同
时，在高速公路行驶过程中

遇到散落物，无论是否发生
交通事故，车辆是否受到损

失，都可以及时拨打报警电
话。

民警将车轮推离高速公路。

6月17日，当最后一批洋
葱从东昌府区张炉集镇花园
村潘海霞家运走的时候，潘海
霞一直紧皱的眉头终于舒展
开了。

据了解，潘海霞是张炉集
镇花园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家

中养的肉牛，不管是资金还是
技术，得到各级部门的大力支
持。让潘海霞发愁的就是今年
价格持续走低的洋葱了。

得知此事的张炉集镇党
委副书记田晓晶，立即联系东
昌府区扶贫办、妇联及镇里的

志愿者帮助潘海霞收洋葱。张
炉集镇机关干部爱心认购了
1000斤，前石槽村的扶贫专干
李乐岭得知此事后，借工作便
利与振华超市采购部进行联
系，帮助将洋葱进行兜底收
购。

张炉集镇将积极探索创
新消费扶贫的方式，协助贫困
群众发展生产，全力助推消费
扶贫，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
力，全力打好脱贫攻坚收官之
战。

(焦阳)

东昌府区张炉集镇：消费扶贫爱心接力

雨季来临，贫困户家中房
屋是否安全，是否漏雨，成了
帮扶干部最关心的问题。眼
看天气不好，阴沉沉的，东
昌府区古楼街道海源社区
扶贫专干杨新凯和帮扶干

部姚峰一起来到辖区贫困
户葛玉成、赵文忠、岳春林
家中，葛玉成老人的房子雨
季来之前已经全面检查过
了，也铺了新的毛毡，但是
他们还是不放心，逐个房间

仔细查看一遍才放心。岳春
林老人家的房子是新盖的，
二人叮嘱老人天气不好，别
出远门，记得关好窗户。赵
文忠老人白天上班，家中无
人，接到二人叮嘱电话，开

心 得 不 得 了 ，老 人 感 动 地
说：“没想到天气不好，让我
下班注意安全这种小事也
给我打电话，感觉像亲人一
样温暖。”

(王琳)

东昌府区古楼街道：扶贫工作“小事”显真情

近日，茌平区温陈街道召
开脱贫攻坚帮扶责任人自查
落实推进会。街道全体帮扶责
任人参加会议。会上，分管领
导传达了上级扶贫工作会议

精神，并结合近几次市、县扶
贫检查，指出了扶贫工作中出
现的新问题、新变化，提出了
下一步整改落实方向和措施。
会议强调，一是提高政治站

位，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二
是明确重点，深入自查。每个
帮扶责任人要强化工作措施，
全面进行查漏补缺。三是坚持
问题导向，立行立改。各个帮

扶责任人要坚决做到问题不
查清不放过、责任不落实不放
过、整改不到位不放过，确保
自查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
效。

茌平温陈街道召开脱贫攻坚帮扶责任人自查落实推进会

在聊城高新区天津路实验
幼儿园小五班这个大家庭里有
这么一个特别的家庭，这个家
庭里一共有五个孩子，姐姐在
上小学，二姐姐在上幼儿园大
班，剩下三个是三胞胎(两男一
女)在小五班，孩子的家长没有

固定的工作，只能打打零工补
贴生活，更多的时间则是照顾
这五个孩子的生活起居。当了
解到这个家庭的特殊情况后，
小五班的老师们便开始用她们
的方式守护着这几个孩子。

早上入园时给予孩子亲

切的拥抱，平时更多的关注到
孩子，经常与他们沟通聊天，
引导他们交到更多的朋友，学
到更多的本领，给予他们更多
的爱。并且孩子的性格各不相
同，老师们经常去和家长沟通，
帮助家长更好地了解每一个孩

子，从而对每一个孩子因材施
教，促进他们更好的成长。

相信这三个孩子在小五
班老师的照顾呵护下会成长
的越来越好，期待这些孩子们
更好的明天，期待这个家庭更
好的未来。 (韩甜甜)

聊城高新区天津路实验幼儿园温暖困难家庭

今年以来，聊城开发区积
极落实贫困严重精神障碍患者
和特殊疾病患者免费救治工
作。建立了领导干部帮包乡(街
道)和医疗卫生单位工作制度，

选派科级干部每人联系帮包乡
(街道)和医院，指导、帮促、推动
被帮包单位落实健康扶贫工作
任务，帮助解决实际问题。邀请
市精神卫生专家，逐户上门走

访，逐人见面、逐人筛查，诊断
病情，彻底摸清全区贫困严重
精神障碍患者是否需要住院治
疗或居家服药人数。建立了“区
一乡(街道)-村一监护人”四级

领药程序，实行了精细化管理，
确保需服药的贫困重精患者免
费用药。对居家服药治疗费用
全部由区财政进行承担，全面
完成了救治救助任务。

聊城开发区落实贫困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免费救治

近日，聊城开发区教育扶贫
工作人员，深入到全区乡村学校
开展新一轮“万名教师送温暖，
教育扶贫访万家”活动，对全区
通过本活动的开展进一步加深

了学生及家长对教育资助政策
的理解与认识，促进了各项教育
资助政策的落实。据了解，从4月
到6月份，教育局在全区开展了
多轮次“万名教师送温暖，教育

扶贫访万家”活动，共访问了456
名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认真
做好2020年春学前资助、义务教
育阶段寄宿生和非寄宿生生活
补助、中职国家助学金、省外及

部署院校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
生退学费。采取多种方式，宣传
个学各段资助政策，让国家的惠
民政策家喻户晓，不让一名学生
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

聊城开发区教育局开展多轮次“教育扶贫访万家”活动

6月23日，阳谷县城建办主
任杨忠强等来到张秋镇国标贫
困户家中进行现场核验，确保所
有的贫困户能够住房安全。

张秋镇政府自接到核验任
务后，迅速采取“四个三”措施，
即三级书记主抓、三道骨干把
关、三包到底推进、三方数据审

核，推动核验工作高效推进。镇
党委“一把手”为核验工作的第
一责任主体，党委班子成员包村
到户，51名村党支部书记和驻村

第一书记亲自上阵，充分调动包
村干部、驻村书记、帮扶责任人
等力量进村入户，完成核验录入
工作。(张慧 吴传来 李新盛)

阳谷张秋镇推进国标贫困户住房安全保障再核验

为全面贯彻落实开展“雨露计划”核
查的有关通知，进一步提高“雨露计划”
政策扶持的精准度，东昌府区嘉明经济开
发区采取多种举措全面核查“雨露计划”
贫困助学工作，进一步细化扶贫措施到户
项目，确保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获得
资助，助力脱贫攻坚。经过数据摸底、入户
核查、资料审核是三个阶段，符合2名学生
符合2020年春季学期“雨露计划”政策，享
受补助金额共计3000元。(刘灿 马建富)

开展“雨露计划”排查

润泽2名贫困学子

6月14日上午，茌平区信发街道大张
村贫困户李爱国看到志愿者们来到家中
看望自己，脸上洋溢出喜悦的笑容。茌平
区七彩年轮信发街道光明社区服务站的
8名志愿者们在当天专程来到大张村和
郭高村亲切看望了这里的贫困群众。

今年40岁的李爱国早年因一次车祸
不幸导致了脑干受损，因残致贫，生活不
能自理，现在依靠国家的扶贫政策才让
一家人的生活有了改善，志愿者为他送
上了慰问品。志愿者还来到郭高村贫困
户刘波家中为孩子瑞瑞(化名)送来了今
年第二季度的400元公益助学金并热心
鼓励孩子要努力学习。 (吴汉)

茌平：慈心善举献真情

携手相伴爱相随

茌平区信发街道科学制定了切实可
行的帮扶措施，根据每一户的实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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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发街道目前现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103户，共179人。自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以
来，信发街道持续发力、主动作为，目前
贫困户“双提升”工作已取得了明显成
效，围绕“六净主题”即1、门前净、2、庭院
净、3、室内净、厨房净、4、厕所净、5个人
卫生净、6、改善居住、生活硬件条件等规
范为目标，竭力改善贫困户的生活环境，
提振脱贫攻坚的“精气神”。 (吴汉)

茌平区信发街道将帮扶工作

做到贫困群众的心坎上

近年来，聊城开发区加大村卫生室投
入，健全基层医疗服务网络。投入资金528万
元新建设了李太屯、滨河等22个村卫生室
(卫生服务站)，每个服务站面积均不低于120
平方米，目前，4个站点已完成房屋装修，其
中滨河、李太屯卫生服务站工作人员到位，
已投入使用。政府投资40万元购置了必要的
医疗和体检设备，消除了医疗服务空白点，
为健康扶贫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聊城开发区健全基层

医疗服务网络促进脱贫攻坚

6月24日，阳谷张秋镇召开脱贫攻坚
整改“找差距、抓落实”到户帮扶工作手册
培训会，全镇机关干部，村支部书记、村扶
贫专职主任和所有帮扶责任人300余人参
加会议。张秋镇扶贫办薛主任传达上级脱
贫攻坚会议以及相关业务培训会会议精
神，张庆国镇长分析当前张秋镇脱贫攻坚
的形势，深刻剖析工作中的问题和不足，
动员全镇上下进一步提高个人的政治站
位，切实做好脱贫攻坚问题整改落实和巩
固提升工作。 (张慧 李新盛)

阳谷张秋镇到户

帮扶工作手册业务培训会召开

为确保如期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任
务，打赢脱贫攻坚收官战，6月12日至15
日，阳谷县脱贫攻坚督战专班对张秋镇51
个行政村558户贫困户进行了集中入户摸
排，对检查发现的问题所有扶贫专职主
任、帮扶责任人和包村干部进行逐村逐户
核实整改，确保所有问题6月底前清零。

为确保脱贫成效，张秋镇将重点把
好如下三道防线：攻克脱贫不享受政策
户脱贫防线，严守脱贫不稳定户返贫防
线，夯实脱贫边缘户脱贫防线。

(张慧 吴传来 李新盛)

阳谷张秋镇把好三道防线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东昌府区张炉集镇中心小学深化德育教育

东昌府区张炉集镇中心小
学积极创新探索德育工作新思
路，确保德育工作取得新成效。

坚持把中小学德育工作作为

党建工作内容，建立完善责任股室
指导、校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

探索家校融合、学科融合、
课内课外融合新模式，推行首

遇负责制、岗位责任制等措施，
建立时时育人、处处育人、长效
机制，全面提升德育工作能力。
通过互联网+德育，构建家校联

系“立交桥”，强化留守儿童、流
动儿童家长的监护和教育主体
责任，不断优化家庭、学校、社
会联动的育人环境。(何志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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