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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兆锋 郭素彦
王守兴 李红伟 报道

本报阳谷讯 “大叔，您最近身体咋
样？”“一天外出干零活能挣多少钱？一个月
咱能出去干几天？”日前，在阳谷县大布乡郝
楼村贫困户郝延康家中，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孙
辉一边拉着家常询问着贫困群众的实际情况，
一边详细作着记录。

据了解，这是阳谷县开展“千名干部下基
层，脱贫攻坚大走访”活动的一个缩影。阳谷县
深入贯彻落实全省、全市脱贫攻坚推进精神，按
照省委“八个精准”的要求，迅速组织行动，从8
月12日起，该县组织100个县直单位、2800名干部
职工，分933小组，对全县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再
进行一次深入细致的走访了解，逐户逐人进行
调查，详细摸清底数，分类建立台账，摸清摸实
了贫困户脱贫状态，为下步整合资源、精准施策
打牢基础，确保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

“现在扶贫开发工作已进入啃硬骨头、攻
坚拔寨的冲刺阶段，到了决战的关键时刻，通
过‘千名干部下基层’的方式，对所有建档立
卡贫困户进行一次大走访，全面摸清扶贫底
数，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奠定基础。”聊城市副
市长、阳谷县委书记田中俊说。

该县按照“一超过、两不愁、三保障”脱贫标
准要求，确保脱贫100%的精准，达到“八个精准”
目的，组织县直各部门（单位）进村入户走访、调
查、核实贫困户信息，全面摸清2016年以来所有
贫困户基本情况。严格工作程序，确保摸底调查
精准、真实。工作开展之初，该县召开全县动员
培训会议，对县直部门（单位）主要负责人、分管
负责人、业务骨干，乡镇（街道）党（工）委书记、
分管副书记、扶贫办主任等人员进行动员和业
务培训，县直单位业务人员又对本单位入户调
查人进行再培训，让入户调查人员掌握好调查
的方法和注意事项。

各调查组培训后，即利用周末时间带着
《阳谷县2016年度收入情况入户调查表》《阳
谷县2017年度收入情况入户调查表》，与乡镇
对接领取基础资料，进村入户面对面调查。入
户前与村干部了解贫困户基本情况，乡镇（街
道）人员不得陪同。分组调查分五步走，“一
看”，看贫困户有没有安全住房；“二问”，
询问贫困户是不是加入基本医疗保险、是不是
有因贫辍学的学生；“三调查”，各调查组人
员与贫困户仔细交流了解贫困户家庭成员情
况，对照入户调查表逐项核实贫困户信息，最
大限度地核实每家一册的《扶贫手册》信息；
“四记录”，根据调查情况和贫困户脱贫状
态，如实填写《阳谷县2016年度贫困户入户调
查表》《阳谷县 2 0 1 7年度贫困户入户调查
表》，做到家庭信息、收入记录真实全面，为
下一步汇总调查情况打牢基础；“五签字”，
每个调查组调查完毕后，本调查组所有成员要

在所有调查表上进行签字，并妥善保存调查资
料。最后，由县扶贫办对各部门的摸底调查情
况汇总和相关数据统计。

为督促干部下基层、真走访、摸实情，保
障高质高效的完成此次活动任务，该县专门下
发通知严肃走访调查纪律，严格责任追究。各
单位主要负责人为此次调查走访活动第一责任
人，领导班子成员要带头走访调查，严禁只挂
帅不出征，严禁由他人代替走访调查。县大督
查委员会办公室、扶贫办强化督导检查，并及
时提出问责建议，依照干部管理权限，纪检监
察机关和组织人事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启动问责
程序，严肃责任追究。

目前，阳谷县2800名干部职工已对17753户
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了全方位深入细致的走访
了解，完成了收入调查，宣讲了扶贫政策，交
流了思想感情，解答了群众疑惑，求真务实的
作风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认可。

摸清摸实脱贫状态 巩固提升脱贫成效

阳谷千名干部开展脱贫攻坚大走访

□记者 肖会 通讯员 姚旭美 报道
本报高唐讯 9月7日，随着“高唐县清平

林场市级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项目在县政府
采购中心开标，高唐县的公共资源交易工作也
正式启动。

“公共资源交易改革的背景是什么？公共
资源交易改革的廉政建设如何开展？政府采购
中心的职能如何定位？公共资源交易业务怎样
接受各方监督？”刚刚成立的县政府采购中心
在首次集体学习会上提出十个问题。他们统一
思想，鼓舞干劲，在中心内部形成了“秉持公
心，增强信心，办好中心”的共识，各项工作
逐渐拉开序幕。

作为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的承载机构，高唐
县政府采购中心就采用以“中心+平台”的机

构设置和“政府主导、管采分离、集中交易、
规范运行、立体监督”的运作模式，深化贯彻
公共资源交易领域“放管服”改革，下好先行
棋，打好主动仗。

公共资源交易改革在该县属于新生事物，
在改革初期面临人员整合、机构合并、业务融
合等现状。为此，中心筹备期间组成三个筹备
组，兵分三路。一路负责中心党建及内部规章
制度建设；一路负责科室设置和相关规范性文
件的调研起草；一路负责制定公共资源进场交
易的具体规则、管理制度及工作流程。三条工
作线齐抓共管，压茬推进，保障了筹建工作的
顺利开展，确保了正常工作不因改革出现断
层。

自高唐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成立以来，该

中心始终坚持在“放”上下功夫，确保业务推
进“无搁浅”。中心按照“三定方案”的要
求，科学设置科室，实现“管办分离”，强化
内部控制管理，县采购中心制定实施了《公共
资源交易业务审核流程》，将以前财政局部分
科室承办的项目受理、交易文件审核业务划归
政府采购中心承办，重新梳理公共资源交易项
目受理流程，进一步简化、整合项目受理资料
手续。

在“管”上出实招，从而确保了公共资源
的阳光操作。他们整合的交易平台从依托有形
场所向以电子化平台为主转变，中心设有各种
功能室11处，均配有电子监控系统，可进行360
度无死角音视频采集，对各项交易流程、交易
主体、评审专家、工作人员的从业行为，进行

全程监控跟踪，交易过程公开透明、廉洁高
效；以“上级文件+内部管理+业务规范”为配
套，制定实施多项监管制度，在全县建立起
“失信受制，诚信受益”的公共交易诚信体
系。

同时，该县还花大力气加强全面服务，确
保服务提升“无盲点”。他们采用中心创新服
务举措，加强标前全程服务，对所有重点项目
单位，一次性告知项目公告发布前交易各环节
工作内容和要求，争取让交易对象“最多跑一
趟”；不断完善批量集中采购、网上竞价、直
购和定点采购“四位一体”的采购执行模式；
探索扩大改革试点范围，进一步完善电子政府
采购交易管理平台。此外，继续推进服务标准
化建设，完成开、评标场所提升改造工作。

确保公共资源阳光操作 服务提升“无盲点”

高唐：走好公共资源交易改革先行棋

□王先明 报道
本报茌平讯 “接新娘两辆车，送姑娘两

辆车，总共4辆车，就风光地把新媳妇娶到家
了。”9月10日，茌平县振兴办事处周楼村刘
学民高兴地说。前几天，是刘学民结婚大喜的
日子，刘学民喜事新办，原打算租用10辆轿
车，后来减少到4辆，仅此一项就节约1200
元。茌平积极倡导红白事简办、新办，受到了
村民认可，新婚节俭节约现象蔚然成风。

以前该县有红白事大操大办的风气。以丧
事为例，凡是农民办丧事，吃饭几乎都是全村
男女老少齐上阵，从早吃到晚。这样一场丧事
下来，少则三四十桌，多则五六十桌。按普通

农村宴席一桌400元的标准计算，光吃饭就要
花上两三万。这还不包括香烟、租用车辆等开
支。对于经济状况一般的农村家庭来说，这无
疑是一笔不菲的开支，一些条件较差的家庭，
甚至因婚丧欠下大笔债务。

该县针对红白事铺张浪费的不良习俗，去
年初下发《村镇移风易俗倡议书》《致农民的
一封信》，号召村民在操办红白事时厉行勤俭
节约，叫停餐桌浪费，倡导喜事新办、丧事简
办。信中写明：“喜庆事结婚、嫁女等除亲戚
朋友外，村民之间随礼不请客；白事祭品一桌
菜到底，亲戚朋友、帮忙人员一律不摆酒席，
大锅菜吃饭。”县妇联、团委、文化局等单

位，利用张贴标语、到集市散发传单等多种宣
传形式，倡导新风，引导农民把省下的资金投
资致富项目，有效改变了传统观念。12个乡镇
办事处600个村5万户农民家庭，以实际行动做
到了破旧立新、移风易俗。

新风带来了新气象。虽然没有了先前的热
闹场面、高档家具，却多了一些实实在在的致
富门路。今年元月，博平镇北八里村张雪芹，
结婚置办嫁妆的时候，不要冰箱、金银首饰，
就用节省下的资金买一辆三轮运输车。婚后小
两口靠这辆车起早贪黑，年收入7万元。据统
计，今年1—8月份，全县结婚新人800对，共
节约资金100万元。

茌平：简办红白事 农村气象新

□高田 夏明慧 报道
本报临清讯 日前，临清市唐园镇106名扶

贫结对干部到辖区各村开展“深调研、大督
查、抓整改、促提升”精准扶贫走访工作。此
次共走访1943个建档立卡贫困户，涉及贫困人
口6102人，主要了解扶贫对象的家庭生活状况
和存在的具体困难，宣传上级扶贫政策，征求
群众意见。

36岁的郭立新是畈疃村的村民，家中共有4
口人，由于父亲身染重病，他没法出远门打工
挣钱，家里的经济一度只能靠他和妻子种地卖
粮来维持，生活紧紧巴巴。“村里照顾我，给
我在石磨面粉厂里找了工作，方便照顾家里，
生活有盼头了。”郭立新告诉走访干部。

下一步，唐园镇将继续主动对接扶贫对
象，通过实际走访、实地查看，倾听民声，扎
实推进扶贫工作。

唐园镇

开展精准扶贫走访

□杨秀萍 金增秀 报道

“中医健康文化推进行动”启动仪式举行
9月9日上午，聊城市暨东昌府区“中医中药中国行-中医健康文化推进行动”启动仪式在聊城市人民广场举行。活动同时举办大型义诊活动，

来自聊城市人民医院、聊城市第三人民医院、聊城市中医医院、东昌府区人民医院、东昌府区妇幼保健院的专家在现场场为市民义诊，并就市民提出
的健康问题进行一一解答。该推进行动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
部门共同开展。

□孙亚飞 报道
本报茌平讯 9月1日上午，茌平县举行

“同心惠民·光明行动”捐助仪式，这次活动得
到了茌平县第三人民医院和部分爱心企业的积
极响应。

通过深入摸底筛查，他们在建档立卡贫困
户中确定了6名救治对象，分别由山东海润汽车
零部件有限公司王宪才等6位企业家出资，并由
茌平县第三人民医院实施救治。

近年来，茌平县在脱贫攻坚这项工作中，
特别是对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推行了“贫困
户邻里互助护理”模式，34个省定贫困村全部
覆盖，确定了140名护理人护理309户贫困户，
给予护理人每人每月300元补贴。

同时组建家庭医生责任团队，签约提供医
疗护理服务，构建护理人、家庭医生团队、贫
困户之间无缝对接关系，实现对因病致贫贫困
户“心贴心、面对面、零距离、全方位”的帮
扶，54名医生与309户贫困户签订家庭医生签约
协议书。

该县还为贫困人口打造大病医疗商业补充
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家庭财产保险的扶贫特
惠保险。目前，该县已与中国人寿签订了3大险
种承办合同，实现保险精准全覆盖。

茌平开展

“同心惠民”捐助

□孙亚飞 付勇 任瑜 报道
本报莘县讯 9月8日，记者在莘县燕店镇

获悉，该镇自全县扶贫开发工作开展以来，将
扶贫宣传工作与业务工作同安排、同部署、同
落实，紧紧围绕省、市、县扶贫工作总要求，
充分发挥政策宣传、舆论引导作用，推动精准
扶贫工作的深入开展。

据悉，该镇把扶贫宣传工作摆在突出位
置，把扶贫宣传工作与业务工作一起研究、一
起部署，同步考核、同步推进，努力构建齐抓
共管、良性互动的大宣传格局。同时，该镇从
各站所选出工作敬业、文字能力较强的4位同志
为宣传信息员，壮大了扶贫宣传队伍，确保扶
贫宣传工作落到实处。

为确保宣传时效性，该镇还实行全员信息
员制度，积极采集、撰写和上报各类信息稿
件，切实做到宣传工作人人有责。其中，对与
扶贫相关的重大会议、重大活动、重大事件，
均落实一名信息联络员及时跟踪，确保扶贫信
息报道的时效性。

在扶贫宣传工作中，该镇坚持“三个围
绕”，即围绕上级的中心工作思路，宣传全镇
的工作动态；围绕当前工作任务，宣传新措
施、新经验和新做法；围绕群众关心的热点、
难点问题，宣传全镇的工作应对措施。通过解
读省、市、县出台的关于脱贫攻坚的重大政
策，切实使各项政策法规进入基层、惠及群
众。

燕店镇

加强扶贫宣传

□孙亚飞 张秋兰 韩福梅 报道
本报阳谷讯 走进阳谷县侨润街道杨庄

村，一座小有规模的光伏发电站让人眼前一
亮，283块光伏板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作为侨润
街道首个集中式“光伏+扶贫”项目，这座光
伏发电站不仅成为村里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还
开辟了一条“新财路”。

杨庄村原来修建聊阳路的补偿款多年来存
在账户里，新一届党支部班子为了增加村集体
收入，帮助村里的贫困户早日脱贫，村党支书
张占所经过多方打听，了解到目前光伏发电是
个新兴的行业，国家有补贴，投资小，见效
快，于是经党员代表、村民代表等开会讨论通
过后，联系光电项目负责人，为村里新上了283
块光伏板。

该村每天能够发电300多度，一年能带来10
万余元收益。经过全体党员代表、村民代表商
议，该收益首先解决贫困户的脱贫问题，给他
们发放生活补贴，找致富门路，让全村的贫困
户全部脱贫后，其余资金用来分配给全村群
众。截至目前，该村光伏发电收益已累计2万余
元。

如今，杨庄村光伏产业效果喜人，更多村
庄正在争相加入光伏产业行列。

侨润街道

光伏产业助力扶贫

□岳彩青 孙亚飞 报道
本报阳谷讯 今年以来，阳谷县大布乡党

委政府，采取多项措施，切实抓好精准扶贫工
作。一对一帮扶，零距离服务，面对面推动，
为减少贫困人口、促进有效脱贫、实现全面小
康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今年，该乡经过农户申请、村组评议、乡
核查等程序，共认定建档立卡户939户2044人，
占全乡人口的6 . 2 %，其中扶贫开发户304户683
人，低保低收入农户736户1046人，五保低收入
农户78户78人。省定经济薄弱村6个，低收入农
户中因病致贫的占 6 5 . 3 %，因残致贫的占
14 . 3%，缺资金的占2 . 9%，上学的占0 . 3%，因灾
的占2 . 7%，缺技术的占2 . 5%，缺劳力的12%。

为推动贫困人口如期脱贫，该乡加大招商
引资力度，增加就业机会，让低收入农户不出
家门就能进厂务工。实施精准帮扶，推荐就
业。根据低收入户家庭劳动力实际情况，推荐
他们到乡板材加工企业就业。开展技能培训，
对有劳动能力但缺少劳动技能的人员开展技能
培训，使其掌握一技之长，更好地实现就业。
开展教育扶贫活动，对在校就读的贫困生，申
请县教育扶贫资金，进行专项扶贫。村保洁员
尽量安排低收入农户；落实大病救助。

推动全民创业，鼓励在外就读的贫困大学
生和在外务工人员还乡创业，对创业人员进行
政策倾斜。推进网络创业，对有网络创业需求
的低收入农户，免费为他们提供创业培训、业
务指导、项目开发、融资服务等全方位创业服
务。

该乡严格按照“包村联户”工作要求，对
全乡一般低收入农户，进行“包村联户”任务
分解。按照在职干部每人包7户的方法，将939
户低收入农户分解到各帮扶责任人人头。同时
要求所有帮扶责任人每月必到、重要节日必去
低收入户家中，详细了解生产生活情况，商讨
解决具体问题。找准症结，对症施策，确保帮
扶取得实效。对经济薄弱村脱贫工作，该乡采
取企业帮扶、部门帮扶，新增光伏发电、大棚
建设、特色种植、危房改造等措施，有效实施
脱贫计划。

截至目前，该乡已完成脱贫扶贫开发户659
户计1485人，占扶贫开发总人数的72 . 7%。未脱
贫的低收入户全部实现了增收目标。

大布乡

七成贫困户脱贫

□刘明明 孙亚飞 报道
本报茌平讯 今年，由茌平县委、县政府

拨付助学金30万元，资助中高考学生100人。信
发集团捐资123万元，奖励中高考优秀学生203
人；捐资180万元，资助中高考贫困学生300
人。全县603位学子共获奖(助)学金333万元。

据了解，从去年起，茌平县联合信发集团
等爱心企业发放“奖优帮困”奖助学金，每年
的奖金额超过300万元，受益学子均超过500
人。

茌平333万元奖助学金

惠及603名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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