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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重在精准，贵在坚持。近
年来，为扎实开展精准扶贫工作，双岛
街道积极探索“精准扶贫”方式，创新扶
贫模式，围绕“既输血，又造血，既摘帽
子，又拔穷根”的工作理念，按照“缺什
么，补什么”的原则，科学谋划，因户施
策，因人制宜，多管齐下，精准发力，脱
贫攻坚取得显著成效。2017年，街道 13
户贫困户全部实现脱贫，其中 1户实现
稳定脱贫。

不能让一个贫困户掉队

“大姨，我是双岛街道工作人员，麻
烦您填下这个《贫困户信息采集表》。”
近日，双岛街道工作人员李晓婧来到双
岛街道廒上村的贫困户王露英家中，进
行贫困人口动态调整信息统计。

2017 年，扶贫对象动态调整工作
启动后，双岛街道严格按照“应纳尽
纳、应退尽退、应扶尽扶”的原则，组织
街道工作人员对已经建档立卡的贫困
户和新增贫困户的信息进行重新采集
录入。

精准扶贫，前提是解决好“扶持谁”
的问题。为使贫困人口统计更为准确、
科学，确保不漏一人、不多一户，双岛街
道组织包村干部采取分片集中突破方
式，先从五保户、低保户、残疾人、空巢
老人等最需要帮扶的群体入手，以点带
面，逐户入户核实。在确定贫困户名单
时，双岛街道通过召开村“两委”会、村

民代表大会讨论，并对贫困户名单进行
公示等多个环节，整个“识贫”过程坚持
公开透明，公平公正，接受监督，确保精
准识别到位。

为实现“结对帮扶、精准对户”的扶
贫工作要求，双岛街道选派 7名责任心
强、敢于担当的机关干部作为13户贫困
户帮扶负责人，每人结对帮扶2到3户贫
困户，与贫困户签订帮扶责任书，按照

“五个一”工作法开展扶贫工作。帮扶责
任人每月到贫困户家中走访，与贫困户
面对面交谈，心贴心交流，及时了解他
们的实际困难，真正把底数摸清、情况
吃透，确保做到贫困户最实际的困难是
什么、最大的支出和压力是什么，就将
帮扶措施的点落在哪里。

因户施策
“量身定做”扶贫菜单

在扶贫过程中，双岛街道围绕解决
好“怎么扶”的问题，树立“缺什么、补什
么”的工作理念，帮助贫困户实现脱贫。

“自从我来这里上班后，日子过得
越来越好了。”北郊村村民刘新芹开心
地说。刘新芹的丈夫因为患病，失去劳
动能力，且需常年服药，家庭经济收入
主要依靠地里的微薄收入，加上儿子
上学，经济十分困难。街道了解情况
后，积极为其儿子申请了“雨露计划”
助学项目，每年发放 3000元助学金。刘
新芹的丈夫去世后，街道帮助她在张

村找了一份工作，每个月有 1500 元的
收入，加上家庭低保，刘新芹家终于摘
掉“贫困户”的帽子。“街道的领导很关
心俺，有什么困难都真心实意地帮扶
俺，让俺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刘新芹说。

因病致贫是扶贫工作的难点、重
点。为减少贫困户在医疗方面的花费，
2017年，双岛街道为每个贫困户缴纳了
130元保费，为他们办理了“特惠保”险
种。“这个险种是在医疗保险、大病保险
报销之后，根据医疗费用再按照一定比
例进行报销，很大程度上减少了贫困户
的开支。”双岛街道经济发展科相关负
责人说。

在建档立卡的13户贫困户中，有 6
户属于因残致贫的贫困户，为让这类
贫困户群体重拾对生活的信心，双岛
街道贴心服务，在征求他们意见的前
提下，购买了山羊等物资，“输血”“造
血”齐头并进，激发贫困户脱贫致富的
内生动力。

兜底扶贫
不让一名困难群众掉队

在为贫困户“量身定做”扶贫菜单
时，双岛街道充分发挥低保兜底功能，
为13户贫困户办理了农村医疗保险，为
符合条件的 11户贫困户办理了低保救
助待遇；对年龄超过60周岁以上的贫困
户，办理了农村基础养老保险，每月发

放养老金 110元；对生活残疾无劳动能
力的 6户贫困户，为其办理残疾人生活
补贴，每人每月发放 100元。此外，每年

“三大节”，双岛街道党工委班子成员与
帮扶责任人一起到贫困户家中走访慰
问，每人每次发放慰问金 500元及米、
面、油等生活用品。

谈起双岛街道的扶贫工作，双岛
街道党工委书记郑建感慨地说：“党的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决打赢脱贫攻
坚战，我们正处在历史发展的最好时
期，必须把扶贫工作做好，让辖区内贫
困户充分享受发展红利，携手并进奔
小康。”

他表示，一直以来，双岛街道以“真
扶贫、扶真贫”为根本宗旨，按照高区精
准扶贫工作统一部署，结合街道实际情
况，明确街道党工委书记负总责，分管
领导主抓的总体思路，及时调整帮扶干
部，组织成立了脱贫攻坚小组，实行网
格化管理，形成街道和村书记、帮扶责
任人层层抓的工作局面。2017年，街道
在扶贫对象动态调整和建档立卡“回头
看”工作的基础上，开展精准核查，规范
完善街道、村两级档案资料，坚决杜绝

“人情扶贫、数字脱贫、虚假脱贫”，确保
辖区贫困户真正达到“两不愁、三保障”
的脱贫标准。

“下一步，街道每年为贫困户户主
或其家人提供一次就业或致富项目，在
输血的同时增强贫困户的造血功能，帮
助他们走向致富的道路。”郑建表示。

本报讯（记者 刘思兰 通讯员 王歌）为迎接新
年到来，近日，30多位冬泳爱好者在怡园街道金海
滩社区居委会集结，一同下海畅游。

上午 7时 30 分，冬泳爱好者们脱去厚重的冬
装，身着泳衣，迈着健步奔向大海，成为金海滩上
一道亮丽的风景。沙滩上许多路人在围观冬泳活

动的同时，也为这些敢于直面寒风的勇士们呐喊
助威。参加冬泳活动的爱好者们平均年龄在 50岁
上下，有花甲之年的老者，也有 20岁出头的年轻
人。队伍中也不乏女性，她们穿着色彩艳丽的泳
装，如绽放在海滩上的花朵，惹人注目。这些女

“泳士”们在挑战自我，畅享冬泳乐趣中丝毫不让

须眉。
“冬泳是一项有益于身心健康的运动，既磨

炼人的意志，又能增强人的体质。”冬泳爱好者宋
志刚说，我们因为同样的爱好走到一起，在享受
冬泳乐趣的同时，传递着“我健康·我快乐”的理
念和正能量。

新课程改革推动教育从“知识核心
时代”逐渐走向“核心素养时代”。为让
学生核心素养落地生根，高区一中坚持
办脚踏实地的教育，以特色社团建设为
着力点，关注每一位学生，让每个生命
都能以适合的方式健康成长。

“美丽星空”天文社团
国际赛场获金奖

2012年 9月，在地理组的一次学科
研讨中，高区一中教师陶亚男提出能否
将地理学科与天文知识结合起来，创办
一个科普型学生社团的构思，开启了

“美丽星空”天文社团建设的雏形。
当年11月，学校斥资30多万元建设

了当时威海市最先进的天文社团活动
室，采取实物展台、展板与声控、光影结
合的立体效果优化活动环境，并能模拟
宇宙星空实景；购进六架天文望远镜，
使学生能随时随地根据天象进行天文
观测。同时学校采取定时间、定地点、定
进度的“三定”原则，有计划开展社团活
动，天文社团采取授课与观测相结合的
方式开展，每周二开课，由山大（威海）
空间科技院派出专业老师授课，提高社

团成员天文科普知识。
目前，学校已培养近百名小天文爱

好者，有8人次获国家级不同奖项。今年
11月，学校成功承办“lAO亚欧天文奥赛
研讨会”，来自俄罗斯、意大利等14个国
家的天文指导教师在此进行天文教学
研讨。“美丽星空”天文社团被评为“威
海市优秀社团”，社团建设优秀成果在
全市范围内推广。

传统文化社团传承经典魅力

传统文化特色社团是由语文组牵
头开展的另一特色社团，社团活动内容
由语文组自主开发、自编教材。社团每课
一题“诗词朗诵”、每周一期“我喜欢的一
首诗（词）”、每月一期“传统文化讲坛”、
每学期一次传统文化 PK赛，引领学生
在传统文化经典的殿堂中汲取营养。

为让传统文化经典深入人心，体现
处处皆教育的理念，学校打造以儒家文
化为主线，校园文化、级部文化和班级
文化为主体，内容涵盖孔子浮雕、楼宇
命名、校史长廊等多种传统文化表现形
式，形成系统的儒家经典环境育人体
系，为传统文化社团活动开展，创建了

全方位的外部环境氛围。
传统文化社团选送的节目在 2016

年获山东省“国学小名士”电视大赛三
等奖、山东省“国学达人”挑战赛二等
奖，连续两年获威海市中小学经典诵读
一等奖。2016年10月，初三级部同学邹轲
帆、修泽胤参加山东省青少年“国学达
人”挑战赛，分获二、三等奖。2017年6月，
邹轲帆与高中学生同台竞技，再次获得
威海市国学小名士第一名的好成绩。

心灵之约社团
呵护学子健康成长

为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关注每
位学生身心动态，高区一中从培养模
式、教师梯队和课程开发三方面为学生
社团建设提供坚实保障。2015年，学校
与北京四中建立交流合作关系，采取

“内外兼修”培养模式，先后有23人次到
北京四中、省心理高研班参加培训，8次
请北京专家赵淑敏、黄春等到校零距离
指导学校心理化建设。

同时，学校通过不同层次的培训、
主题活动、心理体验，使心理化教育从
持证教师推广到班主任及每位家长，积

极构建家校一体心理化教师梯队；在此
基础上，学校开发心理化教育课程体
系，针对不同年级的心理健康特点开发
校本课程《高区一中“美丽心灵”》，2016
年10月正式纳入学校课程，采取级部大
课、班级小课相结合的方法，每月开展
两节心理健康课程。

在教师王晓明的带领下，社团主要
通过团体活动，如沙盘游戏、“看见自
己”团体心理体验、HOT卡牌等活动，提
高学生自我认知能力，同时辅助个案心
理帮扶，使学生在认识自我、感受自我、
体验自我的过程中，正视身心状况，疏
解心理压力，健康成长。

高区一中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一
颗闪亮的教育新星巍然屹立于威海教
育界的前沿，学校致力为每位学生的健
康成长提供可能，让孩子们都能找到展
示自己的舞台，感受成长的幸福。

多年来，学校向普通高中输送了
3000多名优秀学子，连续多年普通高中
上线率在威海市名列前茅，“健康发展
和合奋进”的办学理念使得孩子们根扎
得很深，枝芽茁壮成长，枝繁叶茂，在升
入高中之后，他们具备了更长远的发展
后劲，多名毕业生被国内外名校录取。

初村镇西石岭村128户
村民搬上新楼

本报讯（记者 夏树刚 通讯员 孙德君）
2017年12月18日，初村镇西石岭村民房整体拆
除正式开始，128户村民全部搬上新楼。

据悉，西石岭村棚改工作于2015年10月正
式启动以来，初村镇党委、政府提前谋划、超前
布局，成立棚改工作领导小组，召开多次会议商
讨拆迁、回迁事宜。2017年 7月，村民们通过公
开抓阄的方法顺利选到了自己心仪的楼房，现
已经全部搬进设施齐全的新社区。

怡园街道
打响安全检查攻坚战

本报讯（记者 刘思兰 通讯员 王歌）近日，怡
园街道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公室联合涝台边防派
出所，对后峰西物流园区内的企业进行安全检查，
确保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杜绝事故的发生。

检查中，检查组对汇峰物流公司进行全面
排查，发现园区存在管理混乱，车辆随意停放，
违规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用电意识不强，作业、
取暖和照明用电存在乱拉线路情况和未按标准
铺设电路；部分业户存在宿舍、做饭、仓储和办
公在同一建筑物内，隐患重大。检查组要求汇峰
物流公司结合排查情况提出整改方案，落实整
改责任人，限期整改。

田和街道开展社保业务培训
本报讯（记者 夏树刚 通讯员 姜常荣）

2017年 12月 20日，田和街道对 16个城市社区
工作人员进行社保业务培训，进一步提升社区
工作人员的服务水平和专业能力。

培训会上，街道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所工
作人员通过现场PPT演示，对社保业务进行了
详尽而细致讲解。现场还针对一些共性问题和
业务办理过程中需注意的事项，进行了互动问
答。随后，16个社区的工作人员来到街道一楼便
民服务大厅，人社所工作人员对两台社保终端
机进行现场操作演示，并打开机器的盖子，让大
家熟悉了解各项功能。

双岛街道2017年度
慈善大病救助申请开始

本报讯（记者 刘思兰 通讯员 黄娜）2017
年 12月 26日，记者从双岛街道社会事业科获
悉，2017年度慈善大病救助工作开始接受申请，
符合救助标准的居民可到双岛街道便民服务大
厅提出申请。

慈善大病救助对低保家庭、农村五保对象、
一级残疾人（不含听力、言语残疾）、建档立卡贫
困家庭病患者，不设起步线，原则上对其当年住
院产生的医疗费，经医疗保险和居民大病保险
报销后实际自负部分的 20%进行救助，最高救
助2万元。低保、五保对象先进行政策性医疗救
助，剩余部分再进行慈善大病救助。对其他因患
病造成实际用于日常基本生活消费支出低于当
地低保标准200%的因病致贫家庭，原则上对当
年住院产生的医疗费，经医疗保险和居民大病
保险报销后实际自负部分超过 2万元的，按自
负部分的20%进行救助，最高救助2万元。

青春在场——大学生
优秀作品展开展

本报讯（记者 刘思兰）2017年 12月 23日，
“青春在场——大学生优秀作品展”在区半岛美
术馆 3号展厅开展，共展出山东艺术学院本科
及研究生的优秀作品300余幅，展览作品均以威
海风土人情为基础写生创作。

本次展览由区工委宣传部和山东艺术学院主
办，半岛美术馆承办。2017年起，区工委宣传部、半
岛美术馆与全国多所艺术院校交流合作，开展了
多场教学实践及写生活动，尤其关注各大艺术学
院优秀青年艺术家的成长和发展，致力于推广、扶
持优秀大学生，为未来艺术家与社会公众搭建交
流平台。2016年首次推出的“艺海撷英—优秀大学
生作品展”，反响热烈。2017年大学生优秀作品展
出季将持续到2018年2月28日结束。

精准发力“拔穷根”
——双岛街道扶贫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刘思兰 通讯员 黄娜

让每个生命精彩绽放
——高区一中办学工作亮点展示
◎本报记者 夏树刚 通讯员 苟乃轩

30多名“泳士”畅游金海滩喜迎新年

30多名“泳士”畅游金海滩喜迎新年。 通讯员 王歌 摄
本报讯（记者 夏树刚 通讯员 高飞 付岩

帅）近日，山东省知识产权局公布了 2017年山
东省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名单，我区山东渔翁信
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 8家企业成功获批，获
批数量居全市首位、占全市一半。

据悉，山东省知识产权示范企业评选由省
知识产权局主办，旨在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和知识产权战略，发挥示范企业标杆带动
作用，加快知识产权强省建设。我区以国家知识
产权示范园区建设为契机，以知识产权示范企
业和优势企业培育为抓手，不断完善知识产权
服务体系、政策引导体系，培育了一批质量和效
益突出的知识产权强企。截至目前，我区拥有国
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 2家，国家知识产权优势
企业9家，山东省知识产权示范企业18家，通过
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企业22家。2017年全区
发明专利申请 606 件，授权 237 件，同比增长
11.79%，均居全市首位。

8家企业获批省级
知识产权示范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