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近日，济北街道龙海社区联合
济北派出所、济北街道农经局对辖区内 4
家服装加工业户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活
动。

活动中，社区积极配合相关部门深入
辖区加工业户，宣传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安
全用火、安全用电和自救逃生等安全常识
内容，对每个经营业户的营业执照、灭火器
配备及使用期限、安全出口和消防通道是

否畅通、用火用电情况进行了全面排查，对
存在安全生产隐患的其中2家企业建立了
问题台账，现场下发了整改通知书，责令其
限期整改完毕。

通过开展本次安全生产大排查活动，
增强了生产经营者、从业者的安全生产意
识，提高了问题防范能力，给广大从业经营
者敲响了安全生产的警钟，为进一步打造
和谐社区奠定了良好基础。 （纪晓蓉）

济北街道龙海社区
开展手工业户安全生产大排查活动

本报讯 我区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
工作开展以来，曲堤中队立足岗位职责，按
照“全方位、高标准、常态化、精细化”的目标
要求，积极提高认识，营造氛围，治理顽疾，
创新方法上下功夫，努力提升城市精细化管
理水平，全力打造干净、整洁、靓丽、宜居、生
态、文明的城乡环境。

明确责任分工 营造“创卫”氛围
牢固树立“抓创卫是我的责任”的思想

观念，曲堤中队坚持把“国卫”复审工作作为
一件大事来抓。按照“国卫”复审目标要求，
结合工作职能，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实施方
案，明确责任领导，层层落实到个人，使全中
队上下迅速投入到“国卫”复审工作第一线，
举全队之力为“国家卫生城市复审”保驾护
航。

为充分发挥舆论引导作用，发动强大的
舆论攻势，曲堤执法中队围绕“国卫”复审对
标项目和内容，在闻韶街、富民大街、强镇路
等主要街道向沿街各商铺业主发放了明白纸
（800余份），执法人员采取“逐街检查、逐户发
放、逐户清理、稳步推进”的方式，要求每位商
铺业主做到门前干净整洁无杂物，经营物品
入室摆放禁止店外“伸舌头”经营，街道两旁
无乱栓乱挂，门头广告设置符合要求。同时，

执法人员按标准和要求，严查细抓，做到不留
“死角”、不留空档，对乱栓乱挂乱摆乱放的商
铺进行宣传教育，协调沟通，要求其立即整

改，对无能力清理的商铺，执法人员主动协助
进行清理整改，从而提升公众的文明意识，营
造创卫氛围，引领创城新风尚。

治理城市顽疾 提升管理水平
以精细化、常态化管理为目标，网格化、规

范化管理为抓手，结合宣传引导、定点盯守、巡
查发现、集中整治等方式，对物品出店、占道经
营、流动摊点、乱拴乱挂等城市顽疾进行治
理。严格户外广告管理，坚持“一店一牌、材质
高档、彰显特色”的原则，严格广告设置审批，
打造整洁、亮丽、美观的户外广告景观。倡导
绿色烧烤，烧烤门店一律进店经营并安装油烟
净化设备，为强化对烧烤门店的监督和管理，
夜间执法队伍定时不间断的进行巡查治理。

执法中队坚持以人为本、依法治理、源
头治理、权责一致、协调创新的基础上，紧紧
抓住当前城市管理中的主要矛盾和薄弱环
节，夯实城市管理基础，突出机制优化，提升
城市管理水平，全面推进城乡管理现代化。
将城市管理执法体制改革作为推进城市发
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手段，构建服务为先、管
理优化、执法规范、安全有序的城市管理体
制，推动城市管理走向城市治理，促进城市
运行高效有序

利剑已出鞘，无功不收锋！曲堤中队以
“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功成必定有我”的
担当，在城乡文明行动的征程中，奋力前
行！ （高丙国 马玉龙 闫建华）

战高温 斗酷暑

曲堤中队：不惧高温“汗”卫创卫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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垛石镇

全力打好畜禽养殖污染
整治攻坚战

本报讯 自全区畜禽养殖场户专项整治行动开展以来，垛石
镇明目标、强措施，分类施策，迅速推进，确保整治工作达到规范
要求。

全面完成养殖污染摸排工作。组织畜牧站、管区对辖区内
畜禽养殖情况进行全面登记造册，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据统
计，该镇共摸排养殖场户328个，年出栏量4.12万只。同时，向登
记在册的禁养区养殖场户逐一发放《停止养殖拆除栏舍告知
书》，全面开展畜禽养殖污染整治行动。

加快推进禁养区养殖场拆除工作。每周召开由执法中队、
环保、畜牧站等部门负责人参加的禁养区养殖户拆除工作推进
会，及时调度，分管负责同志及时下村督查，目前，已拆除禁养区
养殖场户20家。

加快推进畜禽养殖污染物资源化利用。疏堵结合，在加快
禁养区清拆的同时，对限养区养殖户采取一户一案，与206户养
殖户，签订《限期完成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承诺书》，加快推进
畜禽粪污配套设施建设，加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能力和监管能
力建设，确保全镇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95%以上，规模养殖
场粪污处理设施配套率达到 100%以上。目前，已整改完成 68
户。 （周振华）

市场监督管理局

开展液化气站安全隐患专项检查
本报讯 为深刻吸取近期餐饮场所燃气安全事故教训，全面

加强餐饮场所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工作，确保人民生命和财产
全。根据济南市安委会《关于加强餐饮场所燃气安全工作的紧
急通知》的文件精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全区开展了液化石油
气充装站的安全大检查活动。

执法人员先后对济南鑫燕液化气有限公司、济阳县茂军液
化气站、济阳顺发液化气有限公司进行检查，重点检查了充装站
管理制度的建立和落实情况，应急预案及应急演练情况；气站充
装人员是否持证上岗，压力容器、安全附件是否在检验周期内；
以及是否存在对报废气瓶或超期未检气瓶进行充装等现象。通
过执法人员的认真检查，3家液化气站已将安全责任落实到公司
每个员工的岗位上，严禁充装非自有产权气瓶、超使用年限气
瓶、改装气瓶、报废气瓶以及超期未检、检验不合格等气瓶，并严
格执行《气瓶安全监察规程》“七不”充装制度。该局执法人员在
检查过程中要求液化气站负责人重视安全的同时加强员工安全
意识培训，要求每个员工尽职尽责、切实确保气瓶安全，防止意
外情况发生。

通过此次安全检查，规范了我区液化气充装单位安全生产
行为，切实维护了广大群众的合法权益和人身安全。 （张桂燕）

济阳街道

召开全体干部暨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会议

本报讯 为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动，8月8
日上午，济阳街道召开了全体干部暨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会议。
街道党政班子成员、贫困村“第一书记”、全体机关干部及村（居）
支部书记参加会议。

为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街道根据上级安排部
署，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济阳街道办事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村庄清洁行动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济阳街道办事处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分工方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管区和相关部
门征求意见和建议，确保方案科学合理、切实可行。

街道分管领导对人居环境整治行动进行安排部署并作出
具体要求，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重要意义，按照实施方案，周密安排部署，分期组织实施，压
茬推进落实；要聚焦重点难点，迅速启动清洁行动，充分利用夏
季有利条件，按照“三清一改”要求，建立长效机制，避免边整治
边反弹，切实提升村居村容村貌；要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的
舆论氛围，积极引导广大农民群众切实承担起房前屋后、庭院
的清洁整治任务，主动参与到清洁行动中来，确保整治行动取
得新成效。

会议还对安全生产、规范权力运行专项治理等重点工作进
行了安排部署。 （王 培）

发展和改革局

举办政务公开工作培训
本报讯 为促进政务公开队伍建设、提升工作人员公开意识

和业务工作水平，8月9日上午，区发改局举办政务公开工作培
训会，局办公室、综合科、投资科等相关工作人员参加培训会议。

培训以“进一步提高对政务公开工作的重视度”为题，局分
管领导围绕本单位《2019年政务公开考核细则》、《政府门户网站
信息资源保障方案》等方面做了详细的分工部署。同时对各相
关科室提出了三点要求：1、进一步提高对政务公开工作的重视
度，做为年终工作的考核项目予以考核；2、上报政务公开信息要
规范操作，审慎审核，明确责任到人；3、各科室负责政务公开的
相关栏目要及时更新，分管领导每月对政务公开情况进行一次
调度，办公室负责每月月底对各科室的政务公开发布情况进行
汇总通报。

通过培训，与会人员纷纷表示，要尽快把培训内容落实到具
体工作中，以这次业务培训为契机，切实提高认识，转变观念，坚
持问题导向，补齐工作短板不足，创新工作方式方法，以更饱满
的热情、更大的力度投入到以后的工作中。 （通讯员）

疾控中心

到章丘区交流学习
慢病示范区建设工作

本报讯 近日，由区卫生健康局医政科科长张楠和区疾控中
心副主任带领慢病科工作人员一行6人到章丘区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交流学习。

此次交流学习主要是学习兄弟区县疾控中心慢病示范区
建设工作中的经验做法及成效，通过实地查看和座谈交流，双
方相互对各自中心慢病示范区建设工作情况作了简要介绍，探
讨了示范区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下一步重点工作进行了
交流。

通过此次交流学习，加深了和各兄弟区县疾控中心的工作、思
想及文化上的交流，此行人员收获甚丰。在下一步工作中，将结合
中心工作实际，在指标建设、资料管理、计划制定、部门协调、理
论学习等方面狠下功夫，为省级慢病防控示范区在我区顺利创
建贡献力量。 （通讯员）

本报讯 为打好迎国卫复审冲刺之战，
巩固提升创卫成果，济北街道正安社区骑
行队持续发力，高标准严要求，全力以赴，
推动迎检各项工作水平再上新台阶。

8月7日，骑行队从社区门口出发，沿
安康街、陇海路重点巡查，随手捡起人们丢
弃的矿泉水瓶、垃圾袋，成为社区一道移动

的环保风景线。“有这些骑行队的宣传可以
带动居民提高环保意识，全民参与到创建
国家卫生城市中来。”社区徐先生表示。

截至目前，骑行队出动 20 余次，骑行
100公里，使得社区环境焕然一新，社区居
民耳濡目染、积极参与迎国卫复审工作。

（李倩倩）

本报讯 近日，区委党史
研究中心主任江建一行五人
到垛石镇西宋屯村开展新时
代文明实践活动。

活动中，区委党史研究
中心党员干部与该村负责人
及 11 户贫困群众进行了座
谈，了解他们对西宋屯村的
发展和自身脱贫的思路、建
议和意见，结合人居环境提
升工作，为他们送去了扫帚、
垃 圾 桶 、洗 衣 液 等 清 洁 工

具。并到该村贫困群众赵桂
英等户，进行了人居环境卫
生清理，帮助贫困群众整理
房前屋后的卫生，对贫困群
众的家具物品摆放进行了统
一整理，11 户贫困群众深受
感动，纷纷加入到清理活动
中。驻村第一书记许学海
说：“通过人居环境提升和新
时代文明实践相结合，大大
提高了群众的幸福感和卫生
健康意识。” （周振华）

党史研究中心
到垛石镇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济北街道正安社区
骑行出征 创卫先行

本报讯 8月6日以来，一幅人行职工抬轮
椅帮助轮椅哥查征信的照片刷爆了朋友圈，传
递着热情服务、扶贫济弱的社会正能量。

故事还原到 6 日下午 3 点钟，人行济阳
区支行综合服务大厅内，如往常一样，各岗
位人员都在忙碌着。

服务大厅外，一名中年妇女推着轮椅停
在了服务大厅外。中年妇女无助地瞅了瞅
眼前的台阶，看看轮椅上180多斤重的“轮椅
哥”，无奈地推门来到柜台前。

“老师您好，查征信必须本人来吗？”中
年妇女问道。

“您好。是的，必须本人查询。您有什
么需要帮忙吗？”柜台里王刚应答道。

“我对象身体不便，在轮椅上，可是您这
台阶这么高，进不来呀？”中年妇女焦急地说。

“您别着急，我们帮您想办法。”王刚说
着，来到金融服务管理科王清亮副科长办公
桌前，说明了当时的情况。

王清亮急急说了声“走”，与王刚箭步来
到大厅门前，查看询问了情况后，让轮椅哥
抓好扶手，两人伸手去抬轮椅。180多斤重
的轮椅哥再加上轮椅的重量，大约 200 多
斤。身体单薄的王刚抬起来非常吃力，一位

过路的小伙子被当前的一幕感动了，及时伸
出援手，合力将轮椅哥抬进了营业大厅。

在征信查询机前，由于轮椅哥站立不起
来，查询机的摄像头又比较高，无法操作查询。

王清亮让征信岗人员开启绿色通道，准

备并调试好柜台查询设备，为轮椅哥完成了
征信查询业务。轮椅哥不停得向大厅人员
伸出大拇指，在连声谢谢中，王清亮他们又
将轮椅哥抬到大厅外，安排上了车。

临行前，中年妇女激动地说：“真是太感

谢了。你们的服务太热情、太周到了。谢
谢，谢谢你们给俺帮了大忙。”

送走轮椅哥，王清亮和王刚在台阶前认
真交流着，向行里提出了新设残疾人通道的
建议，便又投入到工作中去了。

济阳支行综合服务大厅启动以来，积极
推进“放管服”“一次办好”和优化营商环境
的措施，承载着国库业务、账户管理、现金管
理、征信管理、外汇管理、综合业务6大类对
外服务项目，集中办理业务，并按业务的不
同，划分不同区域，设置明确的标识，悬挂宣
传指示牌、业务流程办理指南。简化了程
序，缩短了办事时间，提高了效率。

王清亮是区支行金融服务管理科副科
长，也是一名共产党员。王刚是近年入职
的新职工，并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综合服
务大厅工作的同志们，在业务上传帮带，在
管理上积极推进“放管服”“一次办好”和优
化营商环境的措施，在服务上做到热情周
到。

前面提到的一幕，只是他们日常工作的
一个缩影。但是，他们通过这一点一滴，传
递着社会正能量。正是这微不足道的一抬，
抬起了人民银行的社会形象。 （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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