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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阳区现代农业集团位于山东省济南
市济阳区，公司注册资本2.0亿元，是一家
集农业综合开发，农产品生产、加工，农产
品品牌运营及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
区属国有农业企业。现由于公司发展需
要，面向全区公开招聘集团法人一职，具体
要求如下：

一、岗位名称
董事长
二、岗位要求

1、副科级以上级别（正式录用后需辞
去现职），干部身份，大专以上学历，年龄
30-45岁之间；

2、具备优秀的领导能力、团队管理能
力，良好的协调能力和把控全局的能力；

3、具备敏锐的市场洞察能力及应变能
力，熟悉国家产业政策，具备风险判断能
力；

4、拥有三年以上相关农业企业管理经
验，熟悉企业管理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

5、拥有同行业高管经验者优先，对农
业行业深入了解；

6、拥有党政、国企工作背景者优先。
三、工资待遇
执行企业年薪制（执行绩效工资）
四、录用方式
考核择优录取或面试
五、报名起止日期
2018年11月5日至2018年11月16 日

（工作日）

六、其他事项
报名地点：济阳区财政局2楼行政事业

资产管理办公室
联系电话：84236653
联系人：卢蕾 闫桂兰
相关资料：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2张，

学历证书原件及复印件2份，个人工作简历
2份。

济阳区财政局
2018年10月31日

济阳区现代农业集团招聘启事

崔寨街道

开展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活动
本报讯 为加快小康建设步伐，提高广大残疾人科技文化素

质，近日，崔寨街道在农民工综合服务中心举办残疾人实用技
术培训班，街道60余名残疾人参加培训。

据了解，此次培训的主要内容为电商创业技术。本次培训
旨在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授课模式，让残疾人掌握一至两
项实用技术，并能因地制宜地加以应用，以培训促就业、以技能
促增收，使广大残疾人成为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劳动
者，达到自食其力，共同富裕的目的。

通过本次培训会，学员们纷纷表示，本次残疾人培训会内
容实用，可以切实帮助到自己，并表示会继续进行更深一步的
学习，努力提升创业技能，争取早日脱贫致富奔小康。（李青青）

教育体育局

市政府教育督导室来我区
督导检查工作

本报讯 11月14日，以济南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调研员
尹国耀为组长的“中小学全面改薄和冬季取暖”督导组来我区
进行实地督导。

据了解，本次督导的主要内容有两部分：一是全面改薄工
作，重点检查建设项目竣工及验收情况，20条“底线要求”达标
情况。二是冬季取暖、清洁取暖工作，重点检查中小学、幼儿
园是否安装取暖设施、具备供暖条件，现有取暖设施运转是否
正常、达到安全要求，取暖方式是否达到清洁取暖要求等情
况。

督导组一行8人到我区后，立即分成两组开展督导检查工
作。督导一组在区教育体育局党委书记、局长杨春亭，副书记
苗荣强的陪同下，分别到济阳街道中心小学菅家校区改薄项目
工地、新元学校、济阳街道中学、仁风镇中心小学、仁风镇王圈
小学进行实地督导。督导组二组在区教育体育局副局长钱向
东的陪同下，对新市镇江店小学、新市镇中学、垛石镇索庙小
学、垛石镇中心幼儿园进行实地督导。各督导组在实地检查后
进行了现场情况反馈，针对督导发现的问题，各学校立即采取
措施，限期整改到位。 （通讯员）

疾控中心

市疾控中心来我区进行督导检查
本报讯 11月14日，济南市疾控中心传染病所主任医师徐

淑惠等一行六人对我区传染病防控、地方病寄生虫病防制、网
络直报和突发应急管理、消杀院感等疾病预防控制工作进行了
督导，区疾控中心主任赵明春、副主任杨卫红陪同检查。

督导组通过听取汇报、与有关工作人员座谈、现场查看资
料等方式分别对区疾控中心、区人民医院、孙耿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进行督导检查。考核组仔细查看了区人民医院、孙耿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热门诊，狂犬病暴露处置等门诊建设
情况，查看了腹泻病、狂犬病、手足口病防控及消毒和院感控
制、疫情报告等工作，对疾控中心、区人民医院、孙耿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疾病预防控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对督导中发
现的问题提出了整改建议。

通过这次检查，对进一步提升我区传染病防控、消杀院感、
网络直报等疾病预防控制工作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柏 滨）

河务局

打造水政执法阳光形象
本报讯 近日，为全面落实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

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三项制度，济阳河务局采取
多项措施，切实提高三项制度工作质量。

据了解，在三项制度体系建设上，该局高度重视，周密部
署，安排专门的负责人员，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重点学习，扎实
理论基础，切实领会三项制度的内容要求；根据工作实际，组成
审查小组，认真梳理全局范围内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
制、行政检查等行政执法事项清单进行全方位法制审核，对不
完善的规章制度进行规范补充，切实做到权源于法，规范执法，
依法执法，未雨绸缪化解执法风险；充分利用地方政府政务服
务平台，抓住与地方政府法制机构对接这个关键环节，做好工
作衔接，实现了三项制度工作的同步落实，共同完善。

（宋辉辉 刘尚尚）

关工委

心里咨询服务队进学校
本报讯 近日，区关工委组织“爱心天使”心里咨询服务队走

进萃清小学，开展第二季第五期心理健康服务活动，近千名师
生、家长参加活动。

区关工委十分关心下一代工作，通过组织“爱心天使”进校
园活动，不断加强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教育，保证了青少年德智
体全面发展，得到社会的广泛好评，自去年以来，“爱心天使”已
走进12所学校，近万名师生、家长得到心理健康服务。由关工
委牵头，济阳心理协会为主，面向社会招募“爱心天使”志愿
者。积极吸纳部分发挥余热的老领导、老教师、老同志，进一步
发挥他们经验、智慧、资源优势，组织建立“爱心天使”队伍。与
区教体局积极联动，提前谋划开展活动的学校个数，按照学校
规模、参加人群情况，合理划分不同服务小组，有针对性的开展
心理服务，保证了活动的扎实开展。通过“爱心天使”进校园活
动，该服务团队形成了一套规范有序、运作便捷的运行机制，营
造了一种温暖、融洽的青少年爱心服务环境，进一步促进了青
少年的健康成长。 （通讯员）

曲堤镇

闻韶社区让居民过“暖冬”
本报讯 天冷了，社区居民最关心的就是过冬取暖问题。笔

者在曲堤镇闻韶社区了解到，曲堤镇闻韶社区会按时供暖。
“天一冷，我老伴的风湿性关节炎就发作，冬天穿着棉裤棉

衣还是腿疼、胳膊疼。自从住上有暖气的房子，老伴的腿也不
疼了，年年都可以过舒心年。”自从搬进社区，刘先生可以说是
每年享受到了暖气过冬的乐趣。据了解，为了提供很好的供暖
设施，闻韶社区率先使用了地源热泵技术为社区供暖，改变了
以往传统的燃煤烧锅炉供热方式，通过热泵提取地下浅层地热
资源，从而产生45-50℃持续不断的生活热水。通过这种方式，
不但老百姓用暖用着实惠，而且还清洁无污染。今年为了让社
区的老百姓能温暖过冬，闻韶社区的负责人提前检验了供暖设
施，为避免出现纰漏，并进行提前试压和整修管道。闻韶社区
的负责人表示，今年会保质保量的完成供暖任务。 （韩新华）

开发“APP”规范权力运行
今年，该镇研发了村级“两榜两评”APP

客户端，对村级党务、村务、财务公开，以及
对村级班子成员进行线上民主评价，规范村

“两委”班子管理，提高群众公信力。进一步
建立完善农村基层民主决策、民主监督、财务
管理等各项制度，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确保规范运行。“今年，该镇将开展小麦直补
专项治理行动，重点查处套取、冒领、截留群
众小麦补贴资金等问题，利用“两榜两评”
APP客户端，用群众看得懂的方式，对村级党
务、村务、财务公开。”该镇主要负责人强调。

开展“2个”专项行动，完善防控体系
针对群众反应热点问题，今年，该镇将

开展小麦直补专项治理行动，有关部门负责
人层层分解落实，提供技术指导，做好配合
工作，确保统计面积准确无误，确保做好种

植冬小麦农民各项补贴的发放工作，充分调
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开展村级财务公开
提升行动，改进公开形式和方法，用群众看
的懂的方式进行公开。不断完善廉政风险
防控体系，使党员干部明确哪些事能做、哪
些事不能做，自觉按纪律和规矩办事。

开展“七大行动”加大查处力度
开展“七大行动”，严肃查处损害群众利

益的违纪违法案件，重点查处扶贫、惠农政策
落实、农村财务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在扶贫
领域重点查处扶贫项目大棚管理不善，造成
国有资产损失，扶贫项目收益上交不及时、分
红不到位、损害贫困户利益等问题。在惠农
政策落实方面重点查处套取、冒领、截留群众
小麦补贴资金等问题。在农村财务管理方面
重点查处报账不及时、坐收坐支、重支、虚支
现象。特别是严肃查处黑恶势力“保护伞”案
件。根据市区查处重点，该镇纪委还将严肃
查处村级普通党员干部行政违法现象，不断
加大案件查处力度，强化制度的刚性约束，营
造风清气正的镇域环境。

“七大行动”开展以来，该镇把解决群众
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作为党委履行主
体责任的重要内容，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进
一步落实，廉政氛围日渐浓厚，基层权力的
监督和制约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进一
步加强。截至目前，该镇已对机关干部、村
负责人的责任落实情况排查2次，诫勉谈话1
人，提醒谈话7人。 （周振华）

本报讯 根据教育部、团中央、全国少工
委《关于严肃规范红领巾等少先队标志标识
使用的通知》文件要求，为扎实开展少先队
工作，提升该校中队辅导员的业务水平，太
平街道庙廊小学开展了“准备着，为红领巾
事业而奋斗”——做新时代中队辅导员主题
培训活动。

本次培训分二部分组成。首先，大队
辅导员老师带领全体辅导员一起学习了

《2018年山东省市县级总辅导员培训班接班
仪式会议纪要》，传达了《关于严肃规范红领
巾的少先队标志标识使用的通知》要求，并
要求全体中队辅导员深入学习贯彻会议精
神，提高政治站位，高度重视少先队工作。
充分认识红领巾的深刻含义及对于少先队
员的重要意义，通过开展主题鲜明、生动活
泼、丰富多彩、与时俱进、独具特色的教育实
践活动，深入开展爱党爱国教育、理想信念

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等，积极引
导广大少先队员珍惜爱护红领巾等少先队
标志标识，增强光荣感和组织归属感，树立
远大理想、形成坚定信念、继承革命传统、传
承红色基因，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其次，重温《中国少年先锋队组织工作
条例（试行）》《中国少年先锋队标志礼仪基
本规范》，进一步规范了红领巾、队礼、队委

（队长）标志队歌、呼号、入队宣誓、队旗、队
徽、队会等标志礼仪，通过讲解和练习，辅导
员们对于红领巾的佩戴方法、队旗、队徽都
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此次辅导员专题培训，有效提升了辅导
员们的业务水平和素养，为今后少先队工作
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时有助于队员们掌握更
加规范的少先队礼仪，展示少先队的风采。

（通讯员）

太平街道庙廊小学开展做新时代中队辅导员培训

“两榜两评”APP客户端智能升级，村民在家就能查看村务财务

垛石镇“智慧+行动”深入推进基层党风廉政建设
近日，垛石镇召开全镇党

风廉政建设推进会，全力推进

“七大行动”，通过规范权力运

行、完善廉政风险防控体系、不

断加大案件查处力度，切实维护

群众利益。

本报讯 近日，济北小学召开了以“书
香飘校园，爱心传边疆”捐书活动为主题
的升国旗仪式。

各中队辅导员组织召开了图书分享
会，号召班上的队员积极参与捐书活
动。队员们积极响应，踊跃捐书，有的队
员还认真地写下了赠书感言，传达着队
员们纯真的情谊。

本次捐书活动济北小学共捐书2139
本（册），合计价值 36814.54 元。一册书
籍一份情，一缕书香一片心，济北小学
队员们将自己心爱的图书邮寄给新疆
喀什疏勒县实验小学的队员们，此时北
方天寒水冷，却没有阻挡住书香飘散的
真情。

（通讯员）

本报讯“翰墨丹青、传承文化”。11
月 14 日，区文联组织区美术书法家协会
骨干人员一行8人，来到仁风镇中学开展

“书画家进校园”文艺志愿服务活动。活
动中，书画家们走到学生中间，介绍文房
四宝和书画历史，亲手示范教孩子们如何
执笔、笔画和结构的处理和如何临帖等书

画知识，引领学生感受书法艺术之美，激
发学生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之情。随
后，书画家们挥毫泼墨，创作了30多幅书
画作品，赠送给在场的教职员工。整个活
动气氛热烈，墨香四溢，师生们深受感染，
纷纷表示要端正态度，勤于书写，为弘扬
祖国传统文化作出不懈努力。 （齐建水）

区文联
书画家进校园活动走进仁风中学



济北小学
开展“书香飘校园”爱心捐书活动



本报讯 红色的屋顶、雪白的墙壁、透亮
的铝合金门窗……每当与亲戚邻居提及家
里的三间大瓦房时，济阳街道八里居92岁
的贫困户张茂花都高兴地合不拢嘴。“这个
北屋以前是土坯房，年久失修破破烂烂没
法住，也与周围环境不协调，现在政府给俺
出钱盖了新房子，还安上了碳晶电热板，冬
天暖暖和和，生活多好啊！”

今年以来，济阳街道将农村危房改造
作为惠及百姓改善民生、助推精准脱贫的
民心实事来抓，积极争取上级补贴资金30
余万元，按照建档立卡贫困户、五保户、低
保户、贫困残疾户“四类”困难人群，对八
里、高楼等18个保留村居的13个困难户实

施了危房改造工程，让困难群众得到了切
实的实惠。

同时，结合“合村并点”村、城区规划村
等村居不享受上级危房改造补贴政策的实
际，街道还单独制定出台了合村并点、城区
规划村居贫困群众危房改造政策，先后出
资 70 余万元，主动承担了贫困户翻建 21
户、修缮8户，并对自愿放弃翻建、外出租赁
房屋的14个贫困户发放租房补贴1.4万余
元。截至10月底，济阳街道在全区率先顺
利完成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完成翻建34户、
修缮33户、房屋租赁14户，全街道81户困
难群众都搬进了温暖舒适的房屋，充分感
受到了党和政府的温暖。 （王 伟）

济阳街道
81户困难群众喜圆“安居梦”温暖过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