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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你们的笑容，
我更爱济阳这座城市了!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
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抚今追昔，放眼
未来。为迎接新中国和人民政协成立
70周年，讴歌70年来国家和人民政协所
取得的丰功伟绩，激发广大政协委员参
政议政热情，增进社会公众对人民政协
工作的了解，为建设与中心城区高度融
合的济南北部新区凝聚共识、贡献力
量。经区政协党组决定，举办“我与人
民政协”庆祝新中国和人民政协成立70
周年征文活动。

一、征文时间

即日起至8月底。
二、征文对象
历届住区（县）省市政协委员，历届区

（县）政协委员，政协工作者和老同志，与
人民政协有不解之缘的社会各界人士。

三、征文内容
（1）历届住区（县）省市政协委员，

历届区（县）政协委员履职过程中难忘
的人和事；

（2）区(县)政协建立和发展历程中
的重要活动、重大事件；

（3）历届区(县)政协委员及其所联

系的社会各界人士参与区政协专题调
研、视察考察等工作的亲身经历；

（4）)社会各界人士与中国共产党风
雨同舟、肝胆相照的故事。

四、稿件要求和安排
征文体裁以记叙文、散文、随笔、诗

歌为主，务求内容翔实、文字流畅，有真
情实感。篇幅以2000字以内为宜，可随
文附图片。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口述
人姓名、记录整理人姓名）、现任或原任
职务、联系方式等。

征文结束后组织专家进行评奖，设

一、二、三等奖。对获奖作品将颁发证
书并结集出版，择优选登在济南日报新
济阳版和“山东济阳政协”微信公众号，
向上推荐到省市政协相关媒体。

联系人：任小萍 胡佳丽
联系电话：0531-84232986
电子邮箱：jyqzxbgs@jn.shandong.cn
邮寄地址：济阳区开元大街 129 号

政务中心大楼612室
邮编：251400
政协济南市济阳区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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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庆祝新中国暨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的征文启事

本报讯 6 月 11 日，我区与农发行山
东省分行营业部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
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山东省分行五楼会
议室举行。农发行山东省分行营业部党
委书记、总经理许静，区委书记吕灿华，区
委副书记、区长孙战宇，副区长贾峻峰出
席签约仪式。

仪式上，农发行山东省分行营业部党
委书记、总经理许静致欢迎辞。与会人员
进行了座谈交流。许静、孙战宇代表双方
签署了协议书。

区委书记吕灿华代表区委、区政府对
战略合作协议的签订表示祝贺，对农发行
山东省分行长期以来对济阳发展的大力
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他指出，近年来，
济阳作为济南市农业主产区，农发行山东
省分行营业部给予了大力支持和高度关
注，积极支持我区“三农”发展，在贷款规
模和资源配置上给予倾斜。近年来累计
向济阳投放各类支农贷款 15 亿元，支持
农村路网、水利、棚改等重点项目7个，增
强了我区农业发展的后劲。当前，济阳迎
来国家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建设、省城携
河北跨、撤县设区等重大发展机遇，许多
重点建设项目既是我区加快发展的基础
支撑，也契合农发行信贷支持的重点，这

为双方多领域、深层次合作带来了新的契
机，也为农发行加大支持济阳乡村振兴带
来了新的良机。

吕灿华指出，战略合作备忘录的签
署，是地方政府与金融机构加强深度合

作、共推金融创新、携手助推发展、实现互
利共赢的战略选择。下一步，希望农发行
山东省分行营业部进一步加大对济阳的
金融支持力度，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
展。《战略合作备忘录》的成功签署，将搭

建起农发行与我区深度合作的新平台，我
们将本着“相互支持、互惠互利、共同发
展、合作双赢”的原则，认真履行约定的责
任和义务，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
为双方合作提供最优质的服务，谋求更长
远的合作。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树立大局
意识、责任意识，主动靠上协调、全程跟踪
服务，扎实做好贷款手续完善等基础性工
作，为双方合作营造优良的金融环境。

农发行山东省分行营业部党委书记、
总经理许静指出，未来，农发行山东省分
行营业部将主动作为，充分发挥系统、专
业和政策性金融优势，全面抓好《战略合
作备忘录》的贯彻落实，对双方合作的优
质项目和地方重点工程，提升服务水平，
开辟绿色通道，优化贷款流程，提高办贷
效率，尽最大努力向上级行争取信贷政策
的优惠和倾斜。济阳区支行作为《战略合
作备忘录》的具体承办行，要提升站位，高
效服务，主动向地方党政汇报，积极为地
方政府分忧，主动接洽相关部门，开展项
目深度对接，全面提升管理质量，积极为
济阳经济建设做出新贡献。

农发行山东省分行营业部有关负责
同志，区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刘姝琪）

区政府与农发行山东省分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本报讯 6 月 3 日至 6 月 14 日，
全区第二期区管干部培训班举行。

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方授
课并要求，要提高认识，切实增强学
习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坚持以学为
荣、以学为乐，通过持续学习、深入
学习，真正练就成事的硬本领。要
善于学习，切实提升干事创业的能
力，要明确学什么，要深学理论，筑
牢思想根基，精学业务，强化履职能
力，广泛涉猎，提高综合素质。要知

道怎么学，要走进基层，虚心学，带
着问题，改中学，统筹兼顾，结合
学。要学以致用，全力以赴抓好工
作落实，学习要真正取得成效，不能
仅停留于学习什么，而应致力于学
会什么，把学到的知识转化为实际
能力，转化为推动工作和经济社会
发展的实际成果。要通过学习，认
清形势，雷厉风行抓落实，增强魄
力，敢闯敢拼抓落实，拉高标杆，争
创一流抓落实，强化服务，优化环境

抓落实，增强本领，提高能力抓落
实，凝聚合力，团结一致抓落实。要
以这次学习培训为契机，牢固树立
自觉学习、终身学习的理念，努力提
高自身素质，以与时俱进的思想观
念、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和求真务
实的工作作风，不断开创各项工作
的新局面。

区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周耀泉
主持会议。

（范倩楠）

全区第二期区管干部培训班举行

本报讯 6月11日，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玉美在相
关同志的陪同下到仁风镇、垛石镇调研乡村振兴发展情
况。

杨玉美一行先后来到仁风镇子乾现代农业综合体、
垛石镇善耕缘现代农业综合体以及垛石镇济南创新现代
农业综合体等处进行了实地察看，并听取了相关负责同
志关于乡村振兴发展的具体工作情况。

杨玉美要求，要把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重大机
遇，进一步更新观念，以旅游业和种植业为未来发展重
点，突出特色、合理布局，以更大力度抓好工作落实，苦干
实干、久久为功，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在我区落地生根。实
现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前提。要加快建设现代农业产
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推动种植业、畜牧业、林业、
农产品加工业等转型升级，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同时，
也要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惠及
群众。

区直相关单位、仁风镇、垛石镇相关负责同志参加活
动。 （李树新）

区人大调研乡村
振兴发展情况

本报讯 6月12日，区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董树村到所联系的帮扶
贫困村进行走访慰问。

董树村一行先后到曲堤镇西
郭村、北邢村走访慰问了四名困
难群众，为他们带去了食用油、面

粉等生活用品，向贫困群众询问
了解了生活困难的原因和基本状
况，鼓励他们在各级的帮扶下结
合各自实际，勇于创业，积极脱
贫。同时，与村干部进行了座谈，
就如何发展农村经济和集体经济

以及帮扶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做了
讨论，并拿出了初步的工作方案。

曲堤镇有关负责同志参加活
动。

（王辛戈）

区领导走访慰问贫困群众

本报讯 近日，副区长、区公安分
局局长纪东明召集区信访局、区城市
管理局、区城乡水务局、区卫生健康
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区供销合作
社、垛石镇、曲堤镇、新市镇、济阳街
道、济北街道、回河街道等单位主要
负责同志和分管负责同志在区信访
局视频会议室召开信访积案化解工
作调度会。

就如何进一步推进全区信访积
案化解工作，纪东明要求，各级各部
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攻坚克难，发扬

“啃硬骨头”的精神，要做到“十个坚
持”：即坚持人民至上；坚持法律至

尊；坚持责任为重；坚持政策优先；坚
持帮扶为要；坚持化解标准；坚持把
握节点；坚持合力攻坚；坚持协调督
导；坚持宣传引导，确保按期完成信
访积案的化解工作。

会上，信访局主要负责同志通报
了当前全区信访积案化解工作推进
情况及上级对信访积案化解工作部
署要求；各镇（街道）、区直有关部门
汇报了关于信访积案化解工作推进
情况；纪东明详细了解了当前积案化
解工作中存在的重点难点，对相关信
访积案进行了点评，并提出了具体要
求。 （通讯员）

区领导调度信访积案化解工作

本报讯 为有力、有序推进迎接国家
卫生城市复审工作，巩固国家卫生城市
创建成果，济阳街道城里社区与帮包单
位、职能部门多方联动，通过亮真招、抓
细节、齐发力，使迎审工作取得了显著
成效。

确立标准 明确整改方向
6月6日，第八网格帮包组长区委政

法委、城里社区邀请区创卫办主要负责
同志到网格内现场指导迎审工作。创卫
办对城里社区的工作给予肯定，认为城
里社区迎审工作措施有力，成效显著，并
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提出改进意见。下

一步，要对照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标准，加
强对卫生死角的整治，补齐各项短板，力
争整体提升。要强化宣传工作，做到家
喻户晓，全民动员，全员参与。

联合执法 打好“组合拳”
6月11日，城里社区联合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综合执法局等部门，对辖
区内餐饮业开展了集中整治行动，对检
查中发现的“脏乱差”问题进行了现场
取证，并责令经营户限期整改。

下一步，联合工作组将继续加强巡
查力度，通过整治行动，不断的规范、改
造、提升餐饮行业的经营秩序，为居民

提供一个整洁、卫生、安全的餐饮环境。

积极作为 提升整体“颜值”
各帮包单位严管严抓，使城里社区

老旧家属院“焕新颜”。 环卫管护中心
组织专门工作人员开展垃圾收集及设
施灭蝇活动；城市更新服务中心开展杂
草清理、整治物品乱堆乱放等行为；实
验小学利用假日清理周边卫生；盐业公
司整治西关村脏乱差现象，进一步营造

浓厚迎审氛围; 区残联对农机公司家属
院进行道路维修并对院内大坑铺设防
尘网；社区为运输公司家属院修建厕
所，为学堂巷安排放置垃圾桶；应急管
理局开展卫生清理、宣传工作。

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工作已经
进入冲刺阶段，城里社区将继续严格按
照迎审要求，压实责任，全员行动，不断
打造工作亮点，努力开创迎审工作新局
面。 （通讯员）

亮真招 抓细节 齐发力

第八网格城里社区打出迎审“组合拳”

迎接国卫复审 建设美好家园

本报讯 6 月 12 日，区委书记吕
灿华在调研三夏生产及秸秆禁烧情
况时要求，要提高站位、认清形势、压
实责任，时刻保持高压态势，做好宣
传引导，不断增强群众的禁烧意识和
环保意识，不着一把火、不冒一缕烟，
确保我区三夏生产工作圆满完成。

吕灿华一行首先到曲堤镇直河
村察看三夏生产情况。在田间地头，
吕灿华与群众亲切交谈，仔细查看小
麦长势，详细了解小麦收割进度、产
量、行情等情况，并叮嘱农机手一定要
注意安全作业，做好农机维护保养，尽
量避免作业扬尘。他指出，三夏生产，
安全是重中之重，各相关部门要高度
重视、精心组织、强化措施，切实把各
项工作抓紧抓实抓好。要深入一线，
及时掌握三夏生产进度，加强对农业
生产的指导和机车调度，做好技术服
务，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形成服务三
夏生产合力。要全面落实各项强农惠
农政策，切实加强各项涉农服务，狠抓
各项安全生产措施，扎实做好气象预

报、燃油供应、农机具检修维护等服务
工作，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随后，吕灿华一行到济北街道葛
家村调研秸秆禁烧情况。吕灿华走
进秸秆禁烧指挥部与基层干部群众
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秸秆禁烧等工
作情况，并嘱咐他们要注意防暑降
温。吕灿华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
政治站位、增强责任意识，完善规章
制度，严格要求，时刻保持秸秆禁烧
的高压态势，采取有效措施，严防死
守，坚决不发生秸秆露天焚烧现象。
要利用大数据综合分析，积极探索秸
秆综合利用新方法、新途径，解决秸
秆处理难题。要加大宣传力度，积极
推进秸秆综合利用，进一步增强农民
群众的禁烧意识和环保意识，坚决打
赢秸秆禁烧攻坚战，确保秸秆禁烧防
控到位，确保“三夏”期间“不着一把
火、不冒一缕烟”。

区委常委、区委办公室主任宋
琳，区直有关部门、曲堤镇、济北街道
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王 清）

吕灿华在调研三夏生产及秸秆禁烧情况时
要求

提高站位 压实责任
切实做好三夏生产

各项工作

本报讯 6 月 12 日，市农业农村
局有关负责同志带领调研组来我区
开展全市“菜篮子”提质增效工程建
设情况集中调研活动。副区长丁启
军参加活动。

与会人员实地察看了曲堤镇董
家黄瓜生产基地和老城农贸市场，并
听取了有关负责同志的情况汇报。

在区蔬菜技术服务中心会议室
召开的座谈会上，调研组听取了区“菜
篮子”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区蔬菜技
术服务中心主要负责同志关于我区

“菜篮子”提质增效工作情况汇报。

调研组对我区“菜篮子”工作给
予充分肯定，指出，济阳区以“生产安
全、流通有序、供应充足”为目标，不
断加强组织领导、夯实工作基础、凝
聚发展合力，“菜篮子”提质增效工程
基本达到了生产供应稳定发展，质量
安全可靠、农民稳定增收的可持续发
展轨道。希望在下一步的工作中，要
按照要求，认真抓好落实，以更加饱
满的热情，更加有力的举措，扎扎实
实做好“菜篮子”提质增效工作。

区直有关部门分管负责同志，曲
堤镇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李 晶）

市“菜篮子”提质增效工程
建设调研组来我区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