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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孔令娟 伊明静文/摄)
为扎实做好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工
作，提高家庭教育水平，开创家
庭教育工作新局面，近日，县妇
联、县教育局共同举办了镇赉县

“家庭教育服务计划”专题讲座。
活动中，授课老师用独特的

视角、生动的语言，以开启家庭
教育的智慧为主题，围绕《好成
绩从何而来》，深入浅出地讲解了
孩子学习的目的，帮助家长解决
在家庭教育中遇到的问题和困
惑，让家长从中受到启发，对正

确的家庭教育观念和科学的家庭
教育方法有所认识。

据了解，此次“家庭教育服
务计划”是白城市妇联、吉林省
知与行教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合
作共同开展的一项活动，计划在
该县开展6场集中授课，为广大家
长提供系统化的家庭教育指导服
务，强化家长家庭教育主体责
任，提高家长家庭教育水平，培
养青少年优良品质和健康人格，
促进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图为专题讲座现场。

镇赉县举办
“家庭教育服务计划”专题讲座

镇赉脱贫攻坚政策解释——

医疗卫生

1.村卫生室普通门诊每
次报销 80%，一年最高报
80元。

2.乡镇卫生院普通门诊
每次报销80%，一年最高报
400元。

3.县人民医院、县中医
院和乡镇卫生院32种常见慢
病门诊每次报销80%，一年
最高报7000元；住院每次
报销比例90%，封顶线为20
万元；42种特殊疾病门诊在
县 级 定 点 医 院 报 销 比 例
90%，封顶线为 20 万元；
所有参合农民患28种大病
在镇赉县人民医院、县中
医 院 住 院 实 行 免 费 治 疗
（目录内药械）。

4.省人民医院对民政部
门确定的特殊贫困人口患28
种需手术治疗的大病免费治
疗；省肿瘤医院对患20种肿
瘤疾病的贫困人口免费治
疗；吉林心脏病医院对需手
术治疗的249种心脏病贫困
患者免费治疗。

5.所有公立医院都实行
“先看病，后交自费部分钱
即可出院”，并且在“一站
式”窗口一次性结算。

6.参加大病保险最高可
报30万元。

7.新农合缴费财政每人
补助 100 元。农村特困人
员、孤儿新农合缴费民政全
额负担。

注：28 种大病、20 种
肿瘤、常见慢病病种名单
以及办理程序，可到村卫生
室、乡镇卫生院查看。非特
殊情况目录外药械不在报销
范畴内。

近日，镇赉县委宣传部和
县科协来到建平乡民生村开展文
明实践·志愿镇赉——科普志愿者
走进文明实践服务站活动。图为
活动现场，县委理论学习宣传员
为当地村民讲解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党的十九
大精神。 韩晓楠摄

镇赉县各部门包保干部将
入户宣传各项扶贫政策作为包保
帮扶的重要工作之一，通过入户
发放宣传单、宣传册和现场讲解
等方式，提高贫困群众对医疗救
助政策、民政救助政策、教育扶
贫政策等有关政策的知晓率，确
保群众能够充分享受到各项扶贫
政策。图为五棵树镇五棵树村驻
村干部向村民宣传和讲解医疗救
助政策。 田宏 宋磊摄

本报讯（付斌）2018年以来，镇赉县把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中的绿化美化工作与推进乡村
振兴、贯彻落实吉林省十年绿美活动、全市

“两个百日攻坚”和“七大专项行动”相结合，
点线面多方位强力推进，全县村屯绿化美化工
作取得显著成效。截至目前，全县各村屯新增
绿化面积5000余亩，村屯绿化美化总面积近2
万亩。

坚持高标准规划，提升绿化美化品位。该
县两次召开以村屯绿化美化为主要内容的春季
造林工作会议，高标准规划村屯绿化美化工
作，力求村屯绿化美化有特色有亮点。该县制
定了《脱贫成果巩固提升“六大专项行动”攻
坚月活动实施方案》，围绕危房改造、安全饮
水、健康扶贫、庭院经济、村屯环境整治、绿
化美化等六项重点任务，进行了谋划设计和周
密部署。立足于适地适树原则，按照乔灌结
合、花草搭配方式，组织林业部门与各乡镇工
作人员逐村屯对主干道、空闲地进行了立体化
规划设计，保证绿化美化工作有层次、有品位。

坚持高标准实施，提升绿化美化质量。该
县在总结 2018 年“653”百日会战经验基础
上，依托春季造林绿化和脱贫成果巩固提升攻
坚月的有利契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村屯绿化
美化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通过项目资金扶
持、部门帮扶投入、乡村组织自筹、社会力量
募集等多种方式，积极筹措绿化美化资金，共
筹资1928万元，保证了全县各村屯绿化美化工
作的开展。县四大班子领导建立了绿化美化联
系点，与包保干部、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各
乡镇、包保部门及各群团组织积极发挥作用，
大力开展以党员林、公仆林、民兵林、工会
林、青年林、巾帼林等纪念林形式的绿化美化
活动，起到了明显的示范作用，极大地推动了
该县村屯绿化美化工作全面开展。在今年5月份
攻坚月期间，市县乡村近万名包保干部与群众
同吃同住同劳动，大打乡村绿色美化攻坚战，
全县村屯绿化美化工作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建
平乡民生村投入近20万元，栽植松树、稠李和
李子树近万棵，在村屯路两侧播撒百日草、万
寿菊、格桑花等花籽1万多延长米，栽植鲜花近
万株。镇赉镇西乃力村投入17万余元，栽植3
年生果树4000多棵，栽种鲜花6000余株，在
村屯外公路两侧播撒花籽。在“攻坚月”活动
期间，该县各乡镇村、包保部门你追我赶、竞
相比拼，全力投入到了村屯美化绿化大会战
中，打造了“村屯林围化、道路林荫化、庭院
林果化”的村屯绿化美化格局。

坚持高标准管理，提升绿化美化效果。在
高标准组织实施绿化美化同时，该县进一步加
强管理，保证了绿化美化成果的长效巩固。一
是加强管护制度建设。明确了县级领导包乡、
乡镇干部包村、村社干部包路段的管护责任，
指导完善了该县各村屯村规民约中的绿化美化
条款，推行了农户“门前三包”管护方式，保
证了每棵花草树木都有人负责。二是加强管护
队伍建设。该县建立了由1012名生态护林员和
1659名乡镇公益岗位为主体的村屯绿化美化专
业管护队伍，划分责任区域，强化抚育措施，
加大巡护管护力度，有效保证了栽植树木的成
活率。三是加强管护方式建设。该县把村屯绿
化美化管护工作纳入到农村“五好家庭”评比
活动中，利用乡村广播，不定期发布村屯护绿
活动的好人好事，动员群众积极参与村屯绿美
监管活动，切实保证绿化美化成果。

图为镇赉县包保干部积极参与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打造整洁靓丽农村人居环境。 田宏摄

本报讯（张金秋）为全面提升教
育教学水平，优化课堂模式，加强
教师队伍建设，进一步展示幼儿
园、小学校教育教学成果，促进教
育工作者间的有效交流，近日，镇
赉县第一幼儿园、实验小学分别开
展了教学“开放日”活动。

活动邀请白城市直及洮北区、
通榆县、洮南市、大安市的幼教工
作者前来参观指导，从客观实际常
态化管理的视角，让教师们了解
园、校管理及办学理念，展示教师

风采，感受和谐育人氛围。
受邀人员对校内的墙面装饰、

活动区域、游戏专区、课堂环境、
教学展示、室外操场、校园环境等
进行了参观学习指导，进一步促进
了园、校各项工作规范、科学、稳
步、和谐发展。

“开放日”活动的举办，增强了
校际间沟通，为全市幼小教育工作
者搭建了一个学习、交流与展示的
平台，加强了校与校间的联系，提
升了社会影响力。

本报讯（刘焌懿）6月1日，镇
赉农商行2019年度“普及金融知识
万里行”活动正式启动，标志着该
行为期一个月的金融知识普及宣传
教育活动拉开序幕。

据悉，该行将在一个月的宣传
活动中，重点就个人金融信息保
护、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支付安
全、抵制非法集资、理财知识等五
个方面重点内容进行宣传，进一步
提升公众对金融知识的了解和金融
风险的认知度，提高全社会对加强

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的重视程
度，共同创建和谐的金融消费环境
和稳定的金融秩序。

活动中，该行以所辖21个营业
网点为主阵地，通过微信公众平台、
报刊杂志、互联网站等渠道，扩大金
融知识普及范围，同时特别注重对中
老年人、进城务工人员、农村居民、学
生等金融知识薄弱人群和有金融需
求的人群开展知识普及活动，努力做
到各个领域、各个阶层全覆盖，确保
取得良好宣传效果。

镇赉农商行

开展宣传活动 普及金融知识

本报讯（李文广 何继权）为提
高快递企业员工交通安全意识，增
强文明驾驶、安全行车的自觉性，
近日，镇赉县交警大队举办了快
递企业员工交通安全教育会，该
县外卖公司负责人及配送员参加了
教育会。

会上，民警针对少数配送员无
视交通法规，逆行、随意调头、闯
红灯、不按车道行驶、行车途中接
打电话、玩微信等交通违法行为，
以图文并茂的形式，重点讲解了
交通信号灯、标志、标识、标线
等交通安全识别常识；通报了城

区外卖运营以来发生的数起电动
车事故案例，着重分析了交通事
故发生的原因及交通陋习所造成
的危害，警醒外卖配送员要增强
交通安全意识，强化安全理念；
围绕道路交通安全法和道路交通安
全法实施条例中有关非机动车和非
机动车驾驶人应遵守的条款以及处
罚规定，告诫外卖配送员要严格遵
守交通法规，做到安全出行、安全
送餐。

通过参加教育会及观看交通安
全宣传事故案例警示教育片，配送
员交通安全意识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镇赉交警大队举办

快递企业员工交通安全教育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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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赉县开展
教学“开放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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