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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好野精准冶扶贫经

“治贫犹如治病，病不同药也当不
同。”脱贫攻坚关键在于精准。由于广平乡
承担着开发区大部分扶贫任务，因此，扶
贫一直是全乡工作开展的重中之重。作为
全区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广平乡始终在
“精准”二字上动脑筋、下真功，坚持精准
识别、精准施策、精准推进、精准落地，最
终实现精准脱贫。
精准识别是基础。在精准识别的过程

中，全乡党员干部坚持一线工作法，深入
村居多走访、多排查，严格把关、认真审
核，把村民的家庭情况摸准摸透，并依靠
群众的力量，通过召开党员会、村民代表
会等形式，让村民评议“晒”出来的贫困户
名单，提升贫困户认定的精准度和可信
度，杜绝出现“漏评”“错退”等现象。同时，
根据精准识别情况，深入研究增收问题，
制定相关措施，实现贫困群众特别是收入
处于贫困标准边缘线上的农民的稳定收
入，做到精准施治、对症下药，确保脱贫路
上、小康路上不漏一户、不落一人。从 2015
年扶贫工作开展以来，经过两年多的不懈

努力，截至目前，全乡脱
贫成效显著，目前未脱贫
贫困户仅剩 7 户 13 人。
下一步，该乡将多措并

举，精准推进，通过产业扶贫、金融扶贫、
健康扶贫、文化扶贫、政策兜底等多种方
式，持续构建全方位、多领域扶贫格局，集
中力量做好新增和返贫 7户 13人的脱贫
任务，实现“两不愁三保障”。同时，根据
“脱贫不脱政策”的要求，继续对全乡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中已脱贫仍享受政策的 359
户、660人给予帮扶，下大力气全力巩固脱
贫成果。

走实脱贫攻坚路

近年来，广平乡坚持输血与造血并
举、扶贫与扶志并重、精准滴灌与整村推
进并行，全面推进精准扶贫工作。
“有产业的带动，就能增强感召力、凝

聚力，能让贫困群众切实得到利益。”广平
乡扶贫办工作人员表示。发展产业是实现
脱贫的根本之策，近年来，广平乡坚持把
培育产业作为脱贫攻坚的根本出路。为最
大限度发挥扶贫资金的帮扶效果，该乡在
充分调研和征求各方意见的前提下，整合

全乡扶贫资金，根据颜庄村的实际情况，
因地制宜，打造颜庄扶贫大棚基地。在该
村早期自发建设葡萄大棚的基础上，2017
年整合利用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280万元
新建冬暖式大棚 13个，利用旅游扶贫资
金 100 万元建设加盖棉被式拱棚 4 个；
2018年投入专项扶贫资金 196万元建设
冬暖式扶贫大棚，所获项目收益惠及 35
个插花村民主评议后继续享受政策的贫
困帮扶对象。2018年，全乡所有贫困对象
均有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帮扶，实现扶
贫效益全覆盖。

颜庄村扶贫大棚项目的建设不仅推
动了全乡大棚种植的规模化、产业化发
展，更重要的是能为全乡贫困帮扶对象、
普通村民创造就近就业机会，增加贫困家
庭收入，为促进脱贫攻坚内生力输入不竭
动力。

构建帮包大格局

“老人身体怎么样了？医药费都报销

了吗？”“身体好多了，感谢党和政府的好
政策啊，特惠保和医疗保险报销完之后，
看病根本没花多少钱。”日前，广平乡开展
“书记遍访贫困户”活动时党委书记郭泗
新到十个省定重点村所有贫困对象家中
逐户进行了走访。

自 8月份全乡开展“大走访、大排查、
大整改”行动以来，广平乡党委书记、各帮
包干部、各村支部书记积极开展遍访贫困
对象行动，摸清摸透当前每户贫困帮扶对
象生活状况、收入情况等，帮助他们解决
实际困难，为脱贫攻坚的决战决胜阶段奠
定坚实的基础。

自扶贫工作开展以来，广平乡根据实
际情况，每年年初制定当年脱贫攻坚方
案，定期召开专题调度会研究推进扶贫工
作，建立健全干部结对帮扶机制，将职责
工作内容进一步明晰压实，坚决兑现脱贫
攻坚责任和承诺”的工作机制，构建了乡
村两级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大扶贫格
局。加强帮包干部业务知识培训，定期开
展扶贫知识测试，提升帮扶能力。
民之所盼，施政所向。脱贫攻坚是第

一民生工程，消除贫困、改善民生是我们
党的重要使命。三年攻坚战期满，交卷正
当时。广平乡全体党员干部定将坚定信
心、勇于担当，把脱贫职责牢牢扛在肩上、
抓在手上，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向党和
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答卷。

凝心聚力托起小康梦
———广平乡开展精准扶贫工作纪实

阴杨童瑶 郭代伟

开发区讯 开发区城市管理行政执
法局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与日常管理紧
密结合起来，坚持利民、惠民、与民共享共
建的原则，开展市容市貌环境综合整治，
用实际行动巩固创建成果，谱写了一曲城
市管理综合执法与“双城同创”和谐共融
的美丽篇章。

日前，开发区行政执法局对沿街商铺
周边占道经营、乱贴乱画、非机动车乱停
乱放、乱设牌匾等不文明现象，我们定网
格区域，实施分片包干，落实责任到人，挨
家挨户沟通交流，全面加强宣传引导，在

精准管理中进一步消除城市积疴、提升城
市形象。

以创城促民生，让群众得实惠。结合
日常工作实际，开发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
部门重点开展城市环境综合整治百日会
战活动，以“精细化”“网格化”管理为目
标，采取定点值守、错时监管等措施，破解
流动摊点占道经营、店外经营等难题。同
时，多举措畅通投诉及民意征集受理渠
道，快速处理解决噪声等扰民问题，严格
户外广告管理，全面开展城区静音行动，
抓好餐饮油烟管控，实施全天候精准监

管，全方位提升市容环境，进一步规范市
容秩序，净化美化城市环境。
“门口街面环境好了，我们生意也好，

所以作为商户，我们愿意也主动规范经
营，讲卫生、讲文明，配合我们开发区创城
工作，这不是面子工程，是关系到我们市
民自身的好事。”商户王先生说。

以“创城”为契机，开发区城市管理行
政执法部门探索柔性执法，积极推行约谈
与走访共建制度，将管理转为服务，通过
强化与社区、学校、企业、单位的沟通联
系，不断提升城管执法的亲和力、沟通力、

说服力，打破隔阂，赢得人心，从而树立文
明执法新形象，为“创城”工作提供坚实有
力的执法保障。
“创城工作与城市的日常管理是一项

互补、共享、共建的常态化工作。我们从小
处着手，将我们的工作人员融入到城区的
每个路段，每个主要市场和社区，做到执
法就是服务、服务就要文明，解决群众反
响强烈的重难点问题，踏踏实实的给老百
姓一个整洁舒适的生活环境，努力营造文
明和谐的浓厚氛围。”开发区城市管理行
政执法局长王强说。 阴王小涵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精心打造文明和谐城市环境

开发区讯 根据开发区社区服务中
心建设规划，到 2018年，蒋官屯街道拟投
资 1800 万规划建成 6个社区服务中心，
拟规划建筑面积约 4600平方米。包括中
心社区服务中心、安庄社区服务中心、季
海社区服务中心、后屯社区服务中心、王
洪木社区服务中心以及孟营社区服务中
心，实现全辖区 47个行政村社区建设全

覆盖，覆盖人口约 4万余人。
自社区服务中心规划建设以来，蒋官

屯街道科学规划、精心谋划，积极探索如
何将便民服务网络延伸到基层，高标准打
造党员群众学习、文化娱乐的主阵地，切
实为辖区广大干部群众提供优质高效服
务。遍地开花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是蒋
官屯街道整合城区党建资源、延伸服务功

能、区域化党建科学化水平持续跃升的有
力证明。

积极构建“街道党工委—社区党委—
网格党支部—楼院党小组”的组织架构，
党组织活动和工作进楼入户。去年建设完
成的蒋官屯街道党群服务中心让辖区内
各类党组织和党员、群众都能享受到党
务、政务、便民“一站式”服务，凝聚了党员
力量，形成了强大工作合力，实现了社区
党建工作的和谐发展。

近年来，蒋官屯街道通过街道、社区、
村三级便民服务体系建设，让党员群众在
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包括业务办理、物业维
修等各种优质的贴心服务。“在街道层面，
新建了街道党员群众服务中心，在社区层

面，高标准打造了社区服务中心。”工作人
员于珊珊说，同时，为了更好地为党员群
众服务，街道积极推行挂牌上岗、服务承
诺、限时办结、“办事无休日”等制度。
为了实现零距离服务，蒋官屯街道下

沉力量，建立领导干部包片、机关干部一
对一联村的工作机制，切实解决好关系群
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和诉求，不断提高基层
治理能力，提升服务发展、服务群众水平。

阴胡珊珊

蒋官屯街道：稳步推进社区服务中心建设

开发区讯 “这么热的天气，还麻烦你们干活，真是辛苦你们
了，感谢党的好政策。”日前，蒋官屯街道大刀高村支部书记孙克恩
带领全体党员分组入户帮助贫困户打扫卫生，收拾院落，看着党员
们在自家院里忙碌的身影，贫困户高怀祥激动地说。
不仅是大刀高村，这是蒋官屯街道所有村庄都在进行的主题党

日活动内容。近日，蒋官屯街道将“主题党日”活动同扶贫攻坚相结
合，组织农村党员干部遍访贫困户，深入开展入户调查，了解贫困户
收入情况，生活困难，以及是否完成改厕、煤改气、危房改造，孩子的
义务教育是否得到保障等情况，针对贫困户的困难，能现场解决的
现场解决，不能现场解决的则向上反映。在走访的同时，组织党员干
部以打扫卫生、干农活等方式进行慰问，得到贫困户的好评。
据统计，贫困户致贫主要是老龄化、残疾、因病、因学等因素。根

据调查结果，街道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利用本村党员
了解村情民意的优势，让村内先进党员与本村贫困户结对帮扶，精
准扶贫助困。并将帮扶情况纳入到党员量化积分管理，充分调动党
员积极性，逐步实现党员帮包本村贫困户的制度化、常态化，确保各
项扶贫措施能够落到实处。 阴程丽丽

蒋官屯街道

心系贫困户 党员在行动

阴焦治国
今年以来，开发区市场监管局以市场主

体发展为主线，以深化商事制度改革、质量
强区为重点，以特种设备、食品药品、网络商
品交易安全为保障，建好用好信息监管平
台，努力推动各项工作落实。

深化商事制度改革

全面实施“多证合一、一照一码”。不断
强化宣传引导，积极做好新设、变更企业和
农合社登记发照，以及存量企业的营业执照
换发工作。年初以来，累计办理企业新设登
记 864件、企业变更登记 540件、农合社登
记 3件、个体工商户登记 876件。截止目前
全区共有各类市场主体 18732户（其中，企
业类市场主体（含分支机构）8817户、农民专
业合作社 150户、个体工商户 9765户）。

稳妥推进试点“证照分离”试点。根据
省、市政府和管委会的统一部署安排，制定
印发了《开发区“证照分离”改革试点工作推
进方案》，完成了 21项行政审批事项及监管
措施的制定，于 4月 1日起按照《方案》全面
实施。同时，在开发区政务服中心设置“证照
分离”绿色通道，专人值守。

推行全程电子化登记。目前，企业登记
已经实现全程电子化登记，从网上申请、网
上受理、网上审核、到核发电子营业执照，有
效实现了“群众少跑腿，信息多跑路”。

深化质量强区工作

推动国家级钢管产品质量提升示范区
创建。按照管委会创建国家钢管产业质量提
升示范区的目标要求，协调落实与冶金研究
院合作事宜，目前聊城钢管产业促进会与中
国冶金研究院已初步达成合作协议，推进钢
管产品团体标准试点工作。
抓好质量建设能力提升。积极组织区内 2家企业参加山东质量

链启动发布活动，遴选组织 8家企业参加“百城千业万企对标达标提
升专项行动”；持续开展“双零”行动（“服务零距离、质量零缺陷”中小
企业质量技术服务行动），不断强化中小企业质量主体意识，不断激
发企业质量提升内生动力。
大力推进品牌建设。持续引导、鼓励企业申报各级质量奖、驰著

名商标、山东名牌，乖宝宠物食品获得 2017年度市长质量奖，山东吉
优境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荣获 2017年度山东服务名牌。积极做好质量
强区牵头工作。一季度召开了一次成员单位会议，有力推动了各项工
作有效落实。

确保监管落实处

按照制度化、标准化、信息化原则，在全系统积极推行网格化、信
息化监管，努力抓好三大安全。
抓好特种设备安全。充分发挥第三方技术机构作用，完成对辖区

内所有电梯使用单位、电梯维保单位全覆盖性检查，完成了区内
1169台电梯安全技术档案建档工作。
抓好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结合“3·15消费者权益日”、抽检、日常

监督检查等时机，组织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营造浓厚的食品安全
宣传氛围；以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等为重点，强化食品安全监
管整治工作，年初以来开展食品抽检 140批次。
抓好网络和有形市场交易安全监管。指导督促市场开办单位健

全市场监管制度和食品快检设施，2018年以来开展市场抽检 27批
次。督促市场开办者在市场内全面推行落实食品食用农产品销售“一
票通”。严格查办违法案件。截止目前，累计立案查处工商、食品药品、
质监三大类违法案件 12件，已全部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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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袁叶聊城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渊征求意见稿冤曳已起草
完成袁正在征求公众意见遥 该条例从基本行为规范尧鼓励与支
持尧职责与监督尧法律责任等方面袁对我市文明行为促进工作
进行了规定遥
我市野为文明立法冶可谓大有裨益遥 首先袁单列一个促进文

明的条例袁本身就是对文明行为的重视与倡导袁将在社会上形
成良好道德风尚袁提升城市文明水平遥 其次袁该条例对文明行
为规范尧法律责任的进一步明晰化袁不仅便于遵守袁也便于处
罚遥
古人云院野天下之事袁不难于立法袁而难于法之必行遥 冶条例

颁布实施后袁首先要做的就是对条例宣传教育到位袁让全体市
民内化于心尧外化于行遥 其次就是要确保条例执行到位遥 该条
例第四十六条明确规定袁违反本条例规定袁情节恶劣尧社会影
响较大的行为袁 作为当事人个人信用信息录入公共信用信息
平台遥 相关部门就要坚决执行到位袁规矩面前一视同仁袁不搞
法不责众尧下不为例遥

叶聊城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曳的出台袁既是管理思维的进
步袁也完全符合社会公共利益遥 如果能突破执行不力的传统瓶
颈袁其描绘的美好蓝图必然值得每一位市民期待遥

“为文明立法”值得期待
阴钟 伟

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尧管委会主任杨广平指出袁建设社区服务中心的出发点是
群众袁服务的也是群众袁社区服务中心的建设一定要贴近群众袁为群众所用袁不要
华而不实遥希望蒋官屯街道社区服务中心建设工作再接再厉袁进一步解放思想袁积
极探索更多途径为党员和群众提供优质高效服务袁将服务群众工作做实尧做细尧做
精遥

9月 17日晚袁 山东
农科频道 野一切为了群
众冶 栏目走进开发区袁与
开发区的父老乡亲共庆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遥

活动以一曲欢乐喜
庆的舞蹈 叶吉祥中国年曳
拉开帷幕袁为在场群众送
上了一场丰富的文化盛
宴遥

阴邹红霞

聚焦扶贫攻坚L

民生行动L

改革进行时L

目及之处袁看日新月异曰脱贫之中袁奔小康生活遥 一幅村容整洁生态美尧村强
民富生活美尧村风文明身心美尧村稳民安和谐美的画卷正在广平乡大地上徐徐展
开袁一个天蓝尧地绿尧水清尧路畅尧村美的生态小镇尧宜居之地袁正在鲁西大平原上
悄然崛起遥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