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1版）过去闲时打牌、喝酒消磨时光的情况很少见
到了。”近日，北城街道秦庄文艺宣传队队长黄怀琴说。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贫困群众鼓起“钱包”的同时，
精神上也富有起来，幸福指数日益攀升。

政府搭台，百姓唱戏。为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
开发区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为抓手，依托全区基
层公共文化服务阵地已实现全覆盖的优势，加快推进区、
乡、村三级文明实践阵地建设全覆盖，打造集多种功能于
一体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目前，已高标准建成 4 个
乡级分中心、113个村级站点，覆盖率达到100%。拨付资
金 110 万元用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重点支持区公
益电影放映、农村文化建设等，让群众文化生活更加丰
富。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最终目的是让人们生活得更美
好。现场督导、网格巡查、专项整治……开发区以创建国
家文明城市为抓手，结合城市管理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强弱项、补短板、促提升，推动创建工作向纵深开展，全力
打造“人民满意城市”。

2 月 1 日中午，开发区运河会馆内，厨师们正在为即
将到来的客流做着准备，透过玻璃幕墙，将厨房内环境看
得一清二楚。目前，开发区众多餐饮单位实施了明厨亮
灶工程，真正让食客吃得放心。

幸福，对普通市民来讲，就是从每天呼吸到清新空
气、吃上放心的食物，踏上干净的街道开始。开发区聚力
打好打赢蓝天碧水保卫战，紧抓生态治理和园区绿化，投
资 4 亿元推进小湄河、周公河、四新河 3 条河流的生态治
理，形成了3条绿色生态走廊，周公河人工湿地正在规划
建设中。加大东昌路、黑龙江路、庐山路等主次干道绿化
力度，增加绿化面积。

“现在大家都很注意保护环境。每到周末，到河边走
一走，心情顿时舒畅起来。”对家住星美城市广场小区的
张艳来说，小河、绿荫、美景已经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

聚焦民生福祉 提升幸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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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围绕脱贫标准，全力补齐贫困户
短板弱项。5年来，全区上下紧盯“户年人均
纯收入和吃穿不愁、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
房、饮水安全有保障”的脱贫标准，强化问题
导向，查不足、补短板，不折不扣落实各项扶
贫政策。2020年全区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
增至9611元；“两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全
部达标。

全力促进贫困群众增收脱贫

大力实施产业扶贫项目。产业扶贫是
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5年来，开发区把培
育特色产业作为脱贫攻坚的根本出路，先后
投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3565万元发展了葡
萄、甜瓜、樱桃、构树特色种植，光伏发电等
33 个产业扶贫项目，累计产生扶贫收益
554.9万元，累计惠及5045户9728人。

项目建设方面。开发区立足本地资源
禀赋和产业优势，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因地
制宜培育发展对贫困户增收带动作用明显
的特色优势产业，带动贫困人口增收脱贫；
强化产业扶贫项目实施管理，规范项目储
备、方案编制、项目审批、项目建设、公告公
示等环节，确保按照批准方案组织实施，严
格招投标程序，及时做好项目竣工验收、资
金报账、资产交接等工作。

项目资产确权方面。几年来，开发区不
断明晰扶贫资产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权和监
督权“四权分置”，所有扶贫项目一律纳入农
村集体“三资”管理平台、纳入“三资”管理平
台的扶贫项目一律确权到村集体资产、所有
扶贫项目收益一律理顺为村集体经济收入，
做到了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管理科学、经营
高效、帮扶精准、监督到位，资产安全和使用
效益得到保障，扶贫资产持续有效的发挥了
带贫减贫作用，扶贫开发长效机制逐步建立。

项目运行方面。开发区放活经营权，选
择有特色产业优势、治理结构完善、财务管
理规范、经营状况良好、经济实力较强、乐于
扶贫助困且诚信守约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作为扶贫资产经营主体。明确扶贫资产经
营权责，扶贫资产所有者与经营主体之间依
法签订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落实

扶贫资产保全责任及措施。建立了扶贫资
产管护制度，明确了扶贫资产看管、维修、更
新等管护责任；按照“一牌一册两标识”和干
净整洁的标准全面提升了项目现场管理水
平，实行了科级干部挂包项目制度、光伏项
目由专业的第三方进行日常维护，每年为扶
贫项目购买保险，有效保障了项目的运营稳
定和资产安全。当前，开发区产业扶贫项目
运转正常，全部实现了预定收益。

收益管理方面。开发区将收益主要用于
帮扶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根据贫困人口动态
调整情况，适时调整受益对象，实施差异化到
户扶持政策，因户因人精准帮扶，按照“村提
方案、镇级审核、县级备案”的流程，以村为单
位研究提出扶贫资产收益分配使用方案，经
镇级审核同意后实施，并报区扶贫办备案。

设立公益岗位就业增收。5年来，开发
区积极开发扶贫公益岗位，帮助 52 名贫困
群众实现就业，务工增收46.44万元；利用扶
贫资产收益设立村内公益岗位 194 个让贫
困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41.1万元。

推进金融扶贫。5年来，开发区累计发
放12家企业富民生产贷7690万元，1612人
次贫困群众收益、增收276.84万元。旭润建
设有限公司和东辉饲料有限公司 2 家公司
被认定为山东省省级扶贫龙头企业。

推进贫困户邻里互助护理。开发区有
24 个村开展了“贫困户邻里互助护理”，29
名贫困户护理患病和不能自理的 173 名贫
困户，贫困户增加劳动报酬10.44万元。

聚焦“两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

夯实脱贫基础

落实健康扶贫政策。5年来，开发区发
挥各项医疗保障政策的叠加效应，全面落实
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机构减免、医
疗救助、商业补充保险、重特大疾病再救助制
度“六重保障政策”，极大减轻了贫困人口就
医负担。其中区财政参保补贴11243人次、
227.88万元；贫困人员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报
销34826人次、报销金额2827.85万元；居民
大病保险报销7787人次、报销金额433.81万
元；医疗机构减免1587人次、8.817275万元；
医疗救助6884人次、385.6万元；医疗商业补

充保险报销1421 人次、146.150308 万元，意
外伤害保险理赔14人次、27.03万元；重特大
疾病医疗再救助221人次、0.52万元。

5年来，开发区实施了住院“先诊疗后付
费”，贫困人口在健康扶贫定点医疗机构住
院，先住院后付费、不用预交押金。2019年
8月，聊城市内实现了“一站式”即时结算信
息平台联网结算，贫困群众出院时只需缴纳
自付部分，不用再到其他部门报销。按照

“不漏一户、不漏一人”的标准，聘请专家对
贫困人员进行上门评审，全区享受门诊慢性
病待遇的人数 653 人。辖区四所医疗机构
建立了由全科医生、护士、公卫人员和乡村
医生组成的 24 支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
为辖区1261户2478人贫困人口进行了家庭
医生签约，对患病人员每年4次随访，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率100%。辖区219名贫困严
重精神障碍患者实行免费救治，对需服药实
行免费发药政策；监护奖励131人次、30.24
万元；对居家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每季度至少
随访一次，提供心理疏导、合理用药和健康
教育指导等服务。

深化教育扶贫。开发区全面落实建档立
卡贫困家庭学生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资
助政策，实现应助尽助、精准资助，无一辍
学。分类制定落实义务教育控辍保学措施，
除身体原因不具备学习条件外，全区脱贫享
受政策户（含即时帮扶户）义务教育阶段适龄
孩子无一因贫失学辍学，保障了有学上、上得
起学。全面落实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从学
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资助减免政策，实现应
助尽助、精准资助。5年来，学前教育累计资
助减免211人次、31.4288万元；小学累计资
助减免274人次、10.6625万元；初中累计资
助减免475人次、29.6875万元；中等职业累
计资助减免166人次、16.6万元；外省上大学
大学生免学费21人、12.922万元；发放“雨露
计划”补助237人次、46.8万元。

实施危房改造。5年来，开发区累计投
入财政资金570.8028万元完成贫困户危房改
造274户，及时将补助资金拨付到位，稳定实
现了“住房安全有保障”的目标。投资40余
万元，通过聘请有专业资质的第三方，对开发
区所有贫困户住房安全等级进行了安全鉴
定；对每一危房改造户，都建立了纸质档案，
统一张贴了危房改造铭牌；对因赡养原因轮

流居住于儿女的老人居住房屋，跟踪进行鉴
定；对发现的临时帮扶人员住房，及时进行安
全鉴定，发现有危险的房屋随时进行改造。
同时，开发区投入106万元为138户危房改造
户统一购买了橱子、桌子、床等简易家具，对
门窗残破不全、无院墙大门等情况给予了整
修，切实改善了贫困群众的生活条件。

确保农村安全饮水。5年来，开发区实
施了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累计投入资金2000
余万元，对农村饮水管网升级改造，贫困户
实现了户户通自来水、安全饮水入户率达到
100%。开发区饮水城乡同源，山东聊城恒
润供水有限责任公司是专业的城乡一体化
供水单位，规范开展水质日检、月检、年度监
测工作，脱贫享受政策户饮用水水量、水质、
用水方便程度、供水保障率四项评价指标全
部达标。另外，委托具有国家监测资质的山
东衡泰检测有限公司不定期到贫困群众家
中现场取样、对供水水质进行巡检，确保了
饮水安全。

完善保障性扶贫措施，兜住特殊贫困群
体基本生活。开发区聚焦鳏寡孤独、老弱病
残等特困群体，将扶贫政策与低保、五保、残
疾补贴、特困救助等保障性政策有效衔接。
完善农村低保制度，逐年提高至5160元，推
进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与扶贫标准“两线合
一”。5年来，将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纳入低保，做到应保尽保，为1078名贫困
低保户、累计发放低保金287.5万元；将319
名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纳入特困
人员供养范围；累计为1104名年满60周岁
未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落实养老保险待遇；累计为306名享受低保
政策且年满60周岁的贫困老年人落实困难
老年人补贴。2014年起，开发区建立起了老
年人生活补贴制度，对 70 周岁以上老年人
发放生活补贴，老年人共享全区经济社会发
展成果。对全区建档立卡脱贫享受政策扶
贫对象和即时帮扶对象中年满60周岁的老
年人开展了孝善扶贫，138个村的贫困户子
女签订了赡养协议、缴纳了 76 万元的孝善
基金、区财政奖补 7.6 万元。5 年来，共为
690名脱贫享受政策贫困残疾人发放生活补
贴和护理补贴 225 万元；投入 37.6 万元为
423名重度贫困残疾人家庭进行了无障碍改
造。

从点到面拔穷根
——开发区脱贫攻坚成效盘点（二）

□张同耀 张妍 潘丽蓉

近日，山东正信招标有限责任公司办税
人员范立行签收了一份 EMS 邮件，顺利领
到了从电子税务局上申领的 1500 份发票。

“现在业务都可以在网上办，几乎用不着跑
大厅了，连发票都能免费邮寄，对我们这些
用票大户来说，真是省时省力！”

发票免费邮寄是“非接触式”服务的一
个缩影。为共同应对疫情防控严峻形势，全
力保障市场主体安全办税、便捷办税，开发
区税务局上线一批智能办税新设备和新功
能，“非接触式”办税缴费服务质效不断提
高。

智能导税，“自助办”更舒心

开发区东鼎隆茶莊会计董爱骄在使用
24 小时自助办税终端进行发票代开时发
现，屏幕上多了一个“语音导税”模块，“有了
这个，我就能一边提问一边操作，省得老麻
烦导税的小姑娘啦！”她惊喜地说。

据介绍，“语音导税”模块通过智能识别

语音中的关键词组合，能精准匹配纳税人的
问询内容，不仅能实现“陪伴式”导税，还可
以进行日常咨询，帮助纳税人随时获得涉税
问题的解答与辅导。

为进一步减少办税服务大厅人员聚集，
聊城开发区税务局积极拓展第三方支付，对
车购税自助缴纳等终端开通微信和支付宝缴
费功能，同时优化社保缴费服务，为广大缴费
人提供“网上、掌上”等多种自助缴费渠道，更
好地满足了纳税人、缴费人的多元化需求。

一键呼叫，“跟踪办”更放心

走进开发区 24 小时办税服务厅，3 台
“双屏”设备格外引人注目。“这几台自助终
端近期刚刚进行了升级改造，配备了双触摸
屏和双摄像头，可以说是集自助办税、远程
导税、视频辅导于一身，可以最大限度解决
部分纳税人不懂操作、不敢独自操作的问
题。”第一税务分局局长王曜华介绍到：“纳
税人在办理业务过程中，遇到操作不畅等问
题时，可一键呼叫人工客服，由后台运维人
员提供帮助。”

不仅如此，聊城开发区税务局还依托数
据处理中心，实时监控各类自助设备状态，
定期根据各模块业务量进行纳税人行为分
析和功能调整，针对性解决“非接触式”办税
缴费过程中纳税人可能遇到的难点、堵点和
痛点。

远程受理，“云上办”更省心

1 月 19 日，8512366 坐席接到了一通来
自溧阳的求助电话，原来是溧阳中立电梯工
程有限公司的办税人员朱梦娟因急事已经
回到溧阳，但是跨区域报验还没有来得及办
理。工作人员立刻开启远程业务受理服务，
指引朱梦娟用手机拍照上传了合同、跨区域
涉税事项报告等资料，马上为其办理了外省
跨区域报验。“因为疫情的原因没办法立刻
到这边大厅办理报验，没想到一通电话就解
决了问题，不光省了时间和交通费，更大大
降低了我们外省纳税人的感染风险，真心感
谢！”朱梦娟在电话里向远程业务受理中心
的工作人员致谢。

据介绍，开发区税务局正在试行远程业

务受理中心，针对外省跨区域报验、逾期申
报、临时增量增额等以往到厅办理的业务，
由“窗口办”转到“云上办”，通过多种渠道方
便纳税人上传业务办理所需资料，并联通可
视化界面，实现随时沟通、实时办理，打通

“非接触式”办税缴费最后一公里，让纳税
人、缴费人“一趟都不用跑”。

“这种打电话、云上办的方式，其实是把
窗口挪到了‘云上’，用视频和连线代替了面对
面业务受理，能让‘非接触式’办税速度更快、
服务更优、更容易被纳税人接受。”王曜华说。

智能导税，一键呼叫，远程受理，开发区——

“非接触式”办税缴费服务“跑”出加速度

1月30日，山东省委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运行工作领
导小组（指挥部）办公室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冬春季入鲁
返鲁人员信息登记和随访检测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要求进一步加强冬春季入鲁返鲁人员服务管理工
作，全面实行入鲁返鲁人员信息自主申报。

根据《通知》，“入鲁返鲁人员疫情防控自主申报系统”
已上线，相关人员可通过微信扫码或登录“爱山东”APP进
入，主动申报出发地、目的地、核酸检测、联系方式等相关
内容。

来鲁人员只需用微信扫一扫下图二维码就可以自主
申报出发地、目的地、核酸检测、联系方式等相关信息，便
于家乡相关部门及时联系到本人，并为其提供居家健康监
测管理和服务。

入鲁返鲁人员疫情防控

自主申报系统”上线

健康生活欢度春节疫情防控海报（剪纸版）
牛年将至，在欢度

春节之际，我们还要做
好疫情防控。在中宣
部宣教局、国家卫生健
康委宣传司指导下，中
国健康教育中心开发
了剪纸版和卡通漫画
版两个系列 9 张海报，
围绕勤洗手、戴口罩、
常通风、少出行、不聚
集、用公筷、讲节约等
日常行为习惯，倡导大
家在节日期间做到“个
人防护不放松，良好习
惯要保持”。

工作人员正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帮助群
众办理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