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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国卫复审 建设美好家园

本报讯 为不断提升辖区群众的幸
福感和满意度，根据《济南市济阳区城市
管理局“行走城管”活动实施方案》的相
关要求，端午节当天，济阳街道韩家社区
联合区环卫管护中心、区环卫一所等帮
包单位相关负责同志，共同开展了“行走
城管”活动。

活动启动后，干部职工直奔基层一
线，重点对纬二路供销社家属楼前路段
进行了巡查，并针对巡查出的问题现场
商讨解决方案。随后，干部职工亲自上
阵，与环卫工人一起，对绿化带内的垃
圾、停车场卫生、雨后道路淤泥等问题进
行了认真整改，真正做到了情况在一线
掌握，责任在一线落实，问题在一线解
决。

此次活动，广大干部职工甩开膀子，
扑下身子，主动作为，在行动中发现并解
决城市问题，打好了“行走城管”活动的第

一仗，为强力解决城市管理问题，不断提
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奠定了良好基础。

（王 培）

本报讯 为巩固创卫成果，确保顺利通过国家
卫生城市复审，第十网格银山社区实行每日巡查制
度，保持好社区内良好的环境卫生。

压实责任，每天出动创卫联合巡查队巡查整治
辖区占道经营、周边环境卫生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利用创卫标语、社区宣传栏等多种宣传方式，加大
对广大群众的宣传引导，进一步提高社区居民和商
户爱护环境的意识，提高广大群众参与国卫复审的
积极性。

下一步工作中，第十网格银山社区将进一步加
大日巡查力度，坚持问题导向，彻底整改工作中存
在的问题，不留任何死角。 （通讯员）

第十网格
银山社区实行
每日巡查制度

济阳街道韩家社区联合帮包单位开展
“行走城管”活动

本报讯 5月31日早上7点刚过，曲堤
镇杨家村的大蒜收购点便热闹起来——
200多户蒜农扎堆聚集在此，排队等着外
省大客户的下单，不远处是一辆辆等着装
蒜的大卡车。“今年红皮蒜三块八一斤，这
回一下子挣了好几万，”卖蒜的村民杨大
哥一边记账一边对记者说。

作为我区大蒜生产第一镇，曲堤镇今
年大蒜种植面积达一万亩，年产量三千万
斤以上，实现全镇大蒜销售持续破亿元。
这一颗颗小蒜头也成为既黄瓜产品以外，
曲堤镇又一响当当的农产品品牌。

大蒜价格继续上涨
村民“金蒜盘”越打越响
曲堤镇土地资源丰富，肥沃而广阔，

不同土壤环境也让曲堤有了不同的农产
品生产定位，“南稻、北蒜、中蔬”就是对这
片富饶土地的最好诠释。

曲堤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介绍说，今
年全镇有 30 多个村种植大蒜，主要分布
在张庙村、杨家村、尹家村、三河村和三教
村等处，种植面积高达一万多亩。他说：

“现在市场上白蒜皮的蒜一斤差不多两块
五，红蒜皮的蒜能卖到三块八，按照目前
的种植面积来看，今年全镇的大蒜销售额
能达到一亿多元。”

杨家村是曲堤镇大蒜种植产业的“名

村”，这里出产的大蒜不仅蒜瓣紧实，而且
口感好，辣味适中。每年刚到大蒜成熟的
季节，就有一大批客商前来预定。“我们村
有 240 户村民，220 户种大蒜。我自己家
里种了八亩地，一亩地能产三千斤大蒜，
这些要是都卖出去，到手的差不多有八万
块钱。”杨家村的杨好辉书记说。

走在曲堤镇北片区的街道上，放眼望
去，每家每户的家门口都晒满了刚从地里
收回来的大蒜，有的被装进编织袋整整齐
齐的摆放在阴凉处，有的还在太阳下被晾
晒。“今年大蒜价格好，我们打算在等等，
觉得价格还能再涨，”不少村民纷纷说。

从最初的三块五到如今的三块八，曲
堤镇大蒜的价格越来越高，村民们的“金
蒜盘”也打的越来越响。

一产多效
大蒜种植产业发展带动

二三产增收
近年来，曲堤镇把大蒜产业发展作为

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渠道，积极推
进大蒜产业化进程，稳定大蒜种植面积，
培育销售市场，使大蒜逐步成为该镇农民
增收的又一项支柱产业。同时，通过大蒜
种植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周边餐饮、银
行储蓄、冷库保鲜、交通运输等产业的发
展。

进入 5 月份，曲堤镇 1.5 万多亩蒜薹
已陆续上市，种植户需大量雇工提蒜薹。
在尹家村、三合村、三教村等劳务市场，每
天有几百人在这里找工作，从事提蒜薹、
装卸车等工作。他们每天工作十二三个
小时，平均一天能挣到200—300元，在整
个蒜薹季十五天左右的时间，每人约能赚
到4000元，用来补贴家用，改善生活。

大量务工者的到来使得曲堤镇北片
区的餐饮店每天生意都非常红火，顾客既
有外地来曲堤收蒜薹和大蒜的客商，也有
蒜薹季专门到曲堤务工的打工者。一位
餐饮店老板介绍说，她和家人最近每天早
晨5点就要起床做早餐，晚上也要忙到很
晚，虽然特别累，但是却比平时挣的多不
少。 （刘姝琪 孟详英）

一产多效 曲堤镇小蒜头撬动亿元大产业

本报讯“村里绿树多了，垃圾少了，
村民的精神状态、生活习惯也有了很大的
变化，环保意识也有了很大提高。”乡村美
景入画来，幸福生活踏歌至。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换来了乡村环境面貌的崭新容
颜，村头巷口绿树环绕，悠长村道清新整
洁，“眼见为实”的变化得到了群众的一致
点赞和支持。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优化人民群众生
活质量，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
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今年
来，我区内外兼修刷新乡村“颜值”，走出
了一条“规划引领、建管结合、综合治理、
全面提升”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之路，让
村庄整洁起来、漂亮起来，真正成为农民
安居乐业的美好家园，乡村振兴的“济阳
样板”已足音铿锵，轮廓可见。

坚持科学规划设计
实现村居分类发展

按照集聚提升、融入城镇、特色保护、
搬迁撤并的思路，分级分类引导村居发
展。其中，葛家、朝阳等10个村在保留古
村风貌、本土文化的基础上，规划打造“两
核三带三区”的空间结构，打造一条集斜
庄文化、沿黄采摘、水稻种植、水产养殖、
旅游观光的精品路线。

强力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强化全
域乡村建设规划落实，注重完善道路、绿
化、环卫、医疗、教育等配套设施，改善农
村生产生活条件，探索新型农村社区建设

管理机制。

补齐环卫设施短板
夯实环境整治基础

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补齐环卫基础
设施短板，夯实环境综合整治基础。投资
3000 余万元，配套垃圾分类中端收运设
施；投资2000余万元，购置垃圾分类运输
车43辆；投资500余万元，购入分类垃圾
桶2000组。

着力在回河街道、济阳街道打造了一

批垃圾分类试点村庄，率先推行垃圾分类
太阳能堆肥房，逐步实现农村垃圾的资源
化利用。同步展开多渠道、多层次的垃圾
分类宣传，形成了浓厚的舆论氛围。实施
镇村“三线三边六无”整治行动，开展村庄
清洁、清路、清水渠、清田活动，提高农村
生活垃圾分类试点的数量和质量，强化城
乡环境督导考评，成立了7个由区委常委
任组长的督导考评组，定期或不定期实地
督导城乡环境。运用第三方考评机构，实
行月度和季度常态化考核。组建了乡村

环境卫生拍客团，每两周下村抽查一轮，
以此倒逼镇街整改提升，有效改善了镇村
面貌。

开展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
着力打造幸福美丽家园
大力开展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稻

花香，黄河情”美丽乡村线路效果初步显
现，农村“老有所养”和“住有所居”实现全
覆盖；建成启用了稍门平原水库，水源置
换全部完成，实现了全区“同水源、同管
网、同水质、同服务”的城乡一体化，全区
群众都喝上了安全甘甜的黄河水。在各
村居设置乡风文明移风易俗宣传栏，发放
移风易俗倡议书，在全区大力推广喜事新
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的社会
新风。

定期召开改厕专项工作会议，安排部
署改厕工作，坚持创新机制，示范引领、以
点带面，推动改厕工作全面开展，改变了
农村旱厕、露天厕所脏乱差的现状。在各
村成立改厕监督小组，负责施工质量管
理；在各镇（街道）成立改厕验收小组，对
建成户用卫生厕所统一编号、制作标牌，
逐个把关验收。将农村改厕后续的管理
维护纳入城乡环卫一体化管理体系，定期
进行粪水抽集，加大设施投入，购入20台
吸粪车用于后续管护。积极探索有机肥
料还田模式，利用有机肥料发展循环农
业、绿色农业，实现农村改厕和生态经济
的有机结合。 （王 清）

投入5500万元补齐环卫基础设施短板，实施镇村“三线三边六无”整治行动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建设美丽宜居乡村

（见二版）

新市镇“四个到位”
打好环境卫生整治攻坚战

齐鲁银行
济阳支行

81178666 81176716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整存整取利率再升
级！一万以上五年期存
款利率 4.2625%，三年
期存款利率3.9875%。

本报讯 为提升全区机关党建工
作水平、加强机关过硬党支部建设，
近日，区委区直机关工委组织38名
区直单位党组织书记赴费县参观学
习机关党建工作。

活动中，各党组织书记先后参
观了费县综合执法局、公路管理局
和自然资源局三个机关单位的党建
活动阵地，现场听取了讲解人员的
生动讲解，详细观看了活动阵地的
打造和图片、视频、档案资料等相关
党建工作。

参观结束后，全体人员在费县

公路局会议室现场召开了座谈会，
机关工委书记安排部署下一步过硬
党支部建设工作，并提出明确要求
和工作时限。

通过本次参观学习，参加人员
纷纷表示开阔了视野、拓宽了思路、
提升了境界，费县机关党建的好经
验、好做法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借
鉴。下一步，区直机关将以打造过
硬党支部为总抓手，全面加强机关
党组织建设，重点打造机关党建工
作品牌，提升机关党建水平。

（通讯员）

本报讯 6 月 10 日，市秸秆禁烧
第五督导组组长张正振带领督导组
来我区督导夏季秸秆综合利用与禁
烧工作开展情况。副区长白宝强陪
同参加活动。

督导组先后来到曲堤镇葛家村
以及曲堤镇曲中管区指挥部进行现
场察看，通过查看资料、听取汇报等
方式详细了解了我区秸秆综合利用
与禁烧工作开展的具体情况。

张正振要求，要高度重视禁烧
工作，把秸秆禁烧工作作为当前的
一项中心工作来抓。 要强化指挥部
建设。在配齐、配全现有的秸秆禁
烧指挥部物资、人员的基础上，进一

步加强指挥部人员管理，做到每个
指挥部 24 小时都有人员值守和巡
查。要搞好综合利用。要积极探索
新方式、新方法，大力推进秸秆切碎
还田、收集打捆等综合利用，不断提
高秸秆综合利用率。要加强宣传。
针对基层的群众，要采取多种形式
的宣传措施，传统宣传方式与新兴
自媒体宣传相结合，做到家喻户晓，
禁烧知识全覆盖。 要压实责任、传
导压力，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动
员广大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共同
打赢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攻坚战。

区直有关单位、济北街道相关
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李树新）

市秸秆禁烧督导组来
我区督导夏季秸秆
综合利用与禁烧工作

区直机关党务干部
赴费县参观学习

本报讯 6 月 10 日，区政协党组
（扩大）会议在政务中心六楼会议室
召开。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任道
胜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
主席张乃杰，党组成员、副主席魏长
亭，党组成员、秘书长盛伟出席会
议。区政协副主席张学兰列席会
议。

会上传达学习了中央和省、市
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工作会议精神和全国地方政协经验
交流会精神、区委第101次常委（扩
大）会议精神、省市关于规范政商交
往推进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实
施办法（试行），就开展好区政协“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做出安
排部署。

任道胜要求，开展好主题教育，
首先要从思想认识上入手，深刻理
解其重大意义，从而把思想上的认
同转化为实践中的动力，为确保活
动取得实效，全体党员干部要扑下
身子，真抓真学，营造浓厚学习氛
围；要聚焦中心，提质增效，提高参
政议政精准度；要增强主动，积极作
为，争取本职工作出新出彩；要做好
结合，坚持实干，达到主题教育和推
动工作两促进两不误。

区政协专职常委、机关副科级以
上领导干部列席会议。 （胡佳丽）

区政协党组（扩大）
会议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