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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蚯蚓将垃圾变废为宝
解决环卫难题

本报讯 8月13日，全区台风“利奇马”
灾后恢复生产安排部署会议召开。区领
导吕灿华、孙战宇、高继锋、李永军、白宝
强，区政府办公室主任李振山出席会议。

吕灿华一行先后察看了曲堤镇王海
亭村受灾情况，仁风镇赵家干与高速公路
交叉口受灾情况、S248 与曲索路交叉口
向东 300 米受灾情况，并在现场听取有关
负责同志关于灾情情况的汇报。在为民
服务中心二楼视频会议室召开的座谈会
上，副区长白宝强通报了全区受灾有关情
况。

区委书记吕灿华讲话指出，“利奇马”
是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势头猛、
范围广、强度大，对我区群众生产生活特
别是农业生产，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面对多年不遇的强对流天气，区委、区政
府不等不靠、提前行动、周密部署，在全区
上下的共同努力下，防范救灾工作取得了
阶段性胜利。

吕灿华要求，汛期不过、责任不减，要
始终保持防汛备战紧迫状态，杜绝麻痹思
想，始终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
大灾，继续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精
神，继续加强预测、预报、预警，继续加大
查险处险力度，再接再厉做好各项工作。
要严格执行 24 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
度，严格落实值班责任，及时报送汛情、工
情、险情、灾情等信息，绝不能出现迟报、
瞒报问题。要严肃值班纪律，做到在岗在
位、履职尽责，绝不能出现擅离职守问
题。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提前发布
预警信息，及时启动应急响应，确保在第
一时间收到信息、采取措施。要加强对各
类防洪排涝设施的巡查值守，密切关注水
情变化情况，特别是对重点水库、重点河
道、重点工程，要强化巡察值守、联合调
度，确保度汛安全。要扎实抓好农村交通

要道、重要桥涵的排查修复工作，加强对
危桥、危路的监管防控，必要时设置警戒
线，严禁擅自通行，保障群众安全。

吕灿华强调，要迅速行动、科学施策，
全面做好救灾减灾各项工作。要尽快组
织人员对受灾情况进行核查统计，本着实
事求是、客观准确的原则，走村入户、深入
现场进行核查、核实，形成文字、照片、音
像材料，确保向区委、区政府提供准确的
灾情信息。要主动加强与市直对口部门
的沟通联系，积极争取上级在政策、项目
和资金方面的支持。要加强对受灾群众
生产自救工作的技术指导、宣传引导，组
织群众进行科学有效的生产自救，确保重
灾区少减产、轻灾区不减产、无灾区要增
产。要扎实抓好城区电力、供水、道路、通
讯等公用基础设施的检查抢修，切实排除
隐患，全力保障安全。

吕灿华强调，要坚定信心、众志成城，

彻底打赢防汛减灾这场硬仗。各级各部
门要把开展生产自救、做好防灾减灾，当
成考验党性原则的政治任务，带着责任和
感情投入到各项工作中。区级领导要带
头深入帮包街镇和主管部门，组织、研究、
督导生产自救和防灾减灾工作，协调解决
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街镇党政一
把手要切实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责任，集
中精力抓好生产自救和防灾减灾，不达目
的不收兵。区直相关部门要分行业、分领
域制定好救灾专项方案，将方案落实到项
目、到资金、到具体责任人，与街镇村居一
道抓好救灾工作。要动员“第一书记”和
广大村干部充分发扬主人翁精神，主动担
当，搞好配合，进一步组织群众、发动群众
开展生产自救，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
序。各级党员干部要锤炼作风、提振精
神，深入一线，真抓实干，落实责任，用恢

复灾后生产秩序的具体实效来检验自己
的初心和使命。要强化宣传，把镜头对准
一线，大力选树和宣传救灾、减灾、防灾工
作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感人事迹，用身
边事影响身边人，引导全区广大群众积极
开展生产自救。要系统梳理防汛抗灾体
系方面的短板和弱项，进一步健全完善值
班巡查、预警监测、转移避险、应急响应等
体制机制，提高工作实效性，确保防汛工
作制度化、规范化运行。要全面排查水库
河坝、电力交通、城乡道路、雨水管网、居
民住房等方面存在的安全隐患，建立险工
险段整治台账，提前安排明年基础设施建
设工程，彻底消除隐患、确保汛期安全。

区委副书记、区长孙战宇主持会议并
讲话指出，各镇（街道）、各有关部门要本
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认真调查核实灾情，
确保灾情数据客观、准确、全面、详实。各
级各部门要迅速投入到灾后恢复生产工
作中来，全面部署、周密安排，尽快做好灾
后现场清理等工作，全面排查、消除安全
隐患，帮助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尽心竭力
做好灾后恢复生产工作。区农业部门要
深入受灾镇村开展技术指导服务，把群众
种植损失降低到最小。保险公司要尽快
启动受灾保险赔付程序，在全面准确核实
灾情的基础上，按规定及时兑付保险赔偿
金，减少群众的损失。要继续加强防范，
切实加强应急值守，严格执行汛期 24 小
时值班制度。气象部门要加强天气监测
预报，及时向公众发布灾害性天气预警；
水务部门、自然资源部门要加强水雨情和
地质灾害监测；应急管理部门要主动统
筹，密切监视天气和汛情发展变化情况，
切实做好各项安全防范工作。

区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各镇
（街道）党（工）委书记参加活动。

（刘姝琪）

全区台风“利奇马”灾后恢复生产
安排部署会议召开

本报讯“真是太方便了，只这么
一扫，不到一分钟就缴费成功了。”新
市镇江店村的王大婶笑着说：“之前
听说要先注册才能用微信缴纳社保，
看过小年轻操作了一遍，但我文化不
高，年龄也大了，真是记不住，现在不
用注册了，轻轻一扫，又快又方便，还
是这个法子更好。”

城乡居民社会保险费征管职责
划转到税务系统后，济阳区税务局在
前期现场宣传辅导过程中，缴费人普
遍对通过山东省电子税务局缴费平
台缴费的方式表示欢迎，但具体操作
过程中，部分缴费人特别是年龄偏大
的缴费人，反映缴费前注册登录程序
比较麻烦，需要微信绑定银行卡、人
脸识别等步骤，费时且不易操作。针
对这一问题，区税务局积极主动研究
对策，决定用税务局人员身份信息，
在山东省电子税务局缴费平台进行
注册，形成用户名和密码，公布后所

有人均可统一使用这一个账号，缴费
人不用再自行注册，登录该账号后只
需增加姓名、身份证号，系统便会为
每个人自动生成唯一微信二维码，轻
轻一扫即可完成居民两险缴纳，实现
快捷简单自主缴费。

与此同时，区税务局在区市民中
心纳税服务大厅设立城乡居民两险
征缴专窗，前来缴费的纳税人只需告
知窗口人员姓名、身份证号，输入后
系统立即自动生成微信二维码，轻轻
一扫，一分钟不到即可完成居民两险
缴纳。考虑到智能手机已在农村普
遍使用，为最大限度方便缴费人，区
局进一步强化硬件配套，在5个偏远
的农村乡镇 365 便民服务大厅投放
卧式触摸一体机，方便当地居民就近
通过微信扫码缴费，为缴费人带来了
实实在在的便利，受到广大群众的普
遍认可和赞誉。

（姚福杰）

区税务局创新居民两险
征缴方式

本报讯 近日“利奇马”携风雨横
扫山东，全省普降台风雨。截止 13
日上午 8 时，今年第 9 号台风“利奇
马”在渤海东部海面减弱为热带低
压，目前其风力进一步减弱，已很难
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 14 时
对其停止编号。

随着“利奇马”北上，8月13日济

阳风雨减弱，夜间到明天阴转多云，
部分镇街有零星小雨，北风 4～5 级
减弱为 3 级，明晨最低气温 21℃左
右，14日最高气温30℃左右。

气象专家提醒，由于台风在全省
停留时间较长，仍需防范风雨可能引
发的次生灾害。

（通讯员）

台风“利奇马”北上
我区风雨明显减弱气温上升

济南丹夫华夫食品有限公司
D3车间预计九月份正式投产

本报讯 济南丹夫华夫食品有限
公司，是由福建省丹夫集团柚子建设
的以高端休闲食品、时尚糕点等研
发、生产为主的综合性食品生产企
业，项目总投资10亿元，其中一期项
目总投资3.5亿元，注册基金1亿元，
占地128亩，建筑面积月8万平方米，
设计安装软华夫生产线1条，格乐华
夫生产线2条，诺普斯圣先贤2条，一
期项目达产后，可实现销售收入6亿
元。二期项目总投资7亿元，新上华

夫系列生产线各6条，诺普斯系列生
产线5条，休闲食品生产线2条，实现
销售收入15亿元。项目建成后年产
软华夫系列产品1万吨，诺普斯系列
2万吨，休闲食品3000吨。

目前，D2车间已建成并投产，辅
助建设食堂，员工宿舍都已投入使
用，D3车间正在进行诺普斯项目调
试阶段，预计 9 月份正式投产。D4
车间正在建设中，预计9月底竣工。

（通讯员）

本报讯 8月12日，济阳街道城里社区的一处
老旧家属院内，6棵大树因台风“利奇马”带来的
风雨侵袭而出现倒伏。院内住户当即对倒伏树
木进行了简单处理，但由于风力较大，随时都有
再次倾倒的可能，严重影响着院内居民的出行和
居住安全。接到该险情后，济阳街道有关负责人
迅速到达现场指挥救灾工作，并积极联系消防部
门及相关专业人员到达现场。

经过现场查看，几棵倒伏的大树距离南侧居
民房屋不足半米，其中一棵大树已经将家属院外

围的一处厕所压垮，树干部分也已经压在了屋顶
上，一旦倾倒后果将不堪设想。该处家属院内的
房屋修建较早，房屋本身的抗压能力较差，且院
内面积有限导致大型器械很难进入，这些都给救
援工作带来了一定阻碍。经济阳街道有关负责
人和消防队员紧急研究，决定采用人工砍伐的方
式，消防队员、居民及街道干部共同上阵，合力对
院内6棵倒伏的树木进行了砍伐，及时消除了安
全隐患，保障了附近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王 培）

济阳街道

台风吹倒六棵树 干部为民除隐患

本报讯 为切实做好台风期间各项安全工
作，区公安分局按照市局、区委、区政府安排部
署，全面落实局领导带班和24小时值班要求，
时刻关注掌握台风“利奇马”动态，根据汛情、
风情、灾情，及时部署防范工作。

工作中，分局启动应对处置恶劣天气条件
下安全工作预案，最大限度将警力投放到路面
一线和重点区域，并及时向社会发布安全预
警，引导群众安全出行。全部警力24小时集结

待命，随时做好抢险救援准备。同时，做实“专
业化处警、常态化巡防”，启动巡防勤务，24小
时屯警街面，真正做到“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
警灯闪烁”。巡逻民警加大巡查力度，全力确
保群众安全出行及道路交通安全顺畅。全面
清理道路障碍 ，为群众保驾护航，深入辖区排
查安全隐患，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
全。

（通讯员）

区公安分局

应战台风“逆风”而动

本报讯 为做好台风“利奇马”防汛工作，区
城乡交通运输局立足交通运输工作实际积极应
对，采通多项措施，有效的保障了群众出行安全。

高度重视，积极组织。在区委、区政府召开
了防御“利奇马”紧急会议后，于当晚8点30分召
集班子成员召开了专题党组会议，传达了区委、
区政府有关会议精神，对全区交通运输系统防御

“利奇马”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为交通运输系统
防御“利奇马”起到了积极的组织保障。严格值
班，保障畅通。为确保防汛工作落到实处，区交
通运输局党组要求班子成员、副科级以上干部、
局属各单位负责人24小时待命，保持通信畅通，
积极做好防汛应急工作，路政、养护、各交管所、

执法大队和局民兵分队做好防汛应急工作，局防
汛值班领导和工作人员严格落实值班工作。突
出重点，积极处理。党组书记带队全天对交通运
输系统防汛工作进行督导；局属各单位按照工作
职能对辖区道路进行不间断巡查，对受台风影响
倾倒的树木及时清理，对积水严重路段采取排水
措施，确保道路运输安全。按照上级要求，为确
保旅客运输安全，及时停运全部济阳汽车站长途
班线，并向社会公告。截至目前，共出动执法车
辆50余车次，出动执法人员220余人次，动用机
械20余台次，清理歪倒树林150余棵，有效的保
障了“利奇马”防汛工作落实。

（李法新 艾霞）

城乡交通运输局

多措并举积极应对“利奇马”防汛工作

本报讯 8月13日，全市防汛防
台风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副区
长白宝强在济阳分会场收听收看了
会议。

会议指出，台风过后，全市防汛
防台风工作重点转移到了抢险自救
和恢复生产上来。各级各部门在台
风来临时经受住了考验，做出了最
大努力把灾害损失压到最低限度。

会议要求，要提高认识，充分认
识抗灾自救的重要性、严峻性和紧
迫性。要明确任务，摸清受灾底数，
拉出任务清单，列出时间路线图和
责任人。要强化措施，确保人身安

全，农田积水要抢排，受损道路要抢
修，房屋修复要抓紧，卫生防疫要跟
进。要加强领导，落实属地责任，落
实部门责任，落实资金物资保障，加
强督查调度，互相支持，密切配合，
确保各项抢险救灾措施落到实处。

会后，副区长白宝强就会议的
贯彻落实讲了意见。

区城乡水务局主要负责同志就
下一步工作的开展进行了安排部
署。

区直有关部门、各镇（街道）分
管负责同志收听收看了会议。

（李晶 王腾）

我区组织收听收看
全市防汛防台风工作
电视电话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