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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专访

区一次办成办公室
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联合开展2019年度民主评议活动
本报讯 1月14日，区一次办成办公室联合区行政审批服务

局在市民中心四楼第三开标厅开展市民中心政务服务大厅窗
口及进驻部门后台 2019年度民主评议活动。市民中心政务服
务大厅各窗口代表及进驻部门后台部分工作人员参加活动。

此次民主评议成立了评审团。评审团成员由区委办公室督
查室、区政府办公室督查室、区纪委监委派驻第八纪检监察组、区
委宣传部、区委统战部、区委组织部考评办、区广播电视台、市民
巡访团相关领导及区行政审批服务局相关科室负责人组成。

市民中心政务服务大厅各窗口、进驻部门后台22名工作人
员代表，重点围绕深化“一次办成”改革、落实市民中心相关管
理制度、处理解决企业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积极配合参
与区行政审批服务局相关工作四个方面进行了3-5分钟的述职
演讲，评委进行现场打分。

最后，区行政审批服务局主要负责同志进行了总结发言，
市民中心自启用以来，各窗口及进驻部门后台紧紧围绕区委、
区政府中心工作，团结一致，锐意进取，努力为企业群众提供便
捷、优质、高效的服务，群众满意度持续提升。下一步，要坚持
顺势而为，彻底杜绝“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进一步
提升服务水平和质量；要聚焦企业群众办事过程中的堵点、难
点、痛点，加强创新；要严格落实各项规章制度，提升市民中心
一体化管理水平；要加强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要突出工作
重点，在便民利企的基础上，重点为省、市、区重点项目服好务，
进一步优化我区营商环境。 （骆颖清）

垛石镇

举行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专题辅导会
本报讯 1月14日，垛石镇举行“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

辅导报告会。
会议邀请区委十九大精神宣讲团成员、十九届四中全会宣

讲团成员秦珊作“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辅导，她以《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为主题，结合自己的研究
成果，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围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召开的
主题、背景以及重大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
体系具有的显著优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总体要求、总体目标等四个方面，为与会人员进行了深入浅出
地讲解，引导党员干部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进行了一次
深入的学习，课程立意深远，内容深入浅出、生动详实。

该镇相关负责同志要求，全镇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落实精
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强化责任担当，明确
工作重点和路径，发挥好带头作用。 （周振华）

济北街道正安社区

开展辖区内适龄青年

兵役登记工作
本报讯近日，济北街道正安社区开展辖区内适龄青年兵役

登记工作。
为充分做好兵役登记，社区工作人员通过发短信、打电话

等方式，逐个向辖区内适龄青年家庭下发通知，确保通知到位，
做到没有遗漏。对于不了解兵役登记政策的居民，社区相关工
作人员认真向他们做好解释，不断强化居民参加兵役登记的意
识和依法服兵役的观念，帮助他们登录全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
记。在登记过程中，社区工作人员还十分注意了解适龄青年及
其家长的思想状况，特别是对预征对象的思想情况、服役态度
做到及时掌握，并认真做好思想工作，为今年征兵工作奠定良
好基础。截至目前，正安社区已完成27名适龄青年的兵役登记
工作。 （李倩倩）

农业农村局

走访慰问贫困户

本报讯 1月 14日，在春节来临之际，区农业农村局全体帮
扶责任人到曲堤镇尹家村、大奎村、前牛村，开展“过暖冬 过好
年”走访慰问贫困户活动。

帮扶责任人实地走访每一位贫困户，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
和存在的困难，同时就我区扶贫政策再一次详细的对他们讲
解，加深对帮扶政策的认识和了解。查看贫困户人居环境，开
展积分制扶贫，就各贫困户家里的居住环境及卫生状况进行评
分，督促他们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提升人居环境。同时还为
贫困户送去食用油、面粉等慰问品以及新春佳节的美好祝福，
祝愿他们在新的一年里事事顺心，早日脱贫。 （朱培培）

曲堤镇

加强检查确保食品安全
本报讯 年关将至，曲堤镇联合工商、派出所等部门组成检查

小组，深入镇域内各生产、经营单位，对节前市场进行突击检查。
此次行动重点对肉食、地方特色食品及节日热销食品的生

产单位进行摸查。坚决打击查处使用回收原料生产食品，超限
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等问题。同时，针对商场、超市等食品经营
场所，对不符合食品安全的强制下架。截至目前，已安检中小
超市100余家，熟食店10余家，食品加工作坊30家，发放宣传材
料 1000余份。在检查过程中发现操作不规范问题，当场整改。
另外，该镇开通公开举报电话，坚持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确保
春节期间食品安全。 （韩新华）

禁止燃放鞭炮
减少城市环境污染

本报讯 春节将至，为减少环境污染，维护辖
区公共秩序与安全，1 月 14 日，济北街道安大社
区多措并举，开展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宣传活动。

安大社区通过社区滚动电子屏、社区宣传栏
张贴禁放标语等传统方式，营造人人知晓的禁放
氛围。同时，社区工作人员深入小区和沿街工商
业户，逐户发放《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共享泉城碧
水蓝天——致市民朋友的一封信》，告知居民禁
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场所和具体要求，并在社区设
置专门的烟花爆竹置换点。

通过社区的此次宣传活动，让居民认识到燃
放烟花爆竹的危害，更多地选择环保、安全、文明
的方式欢度春节，真正做文明的践行者、倡导者、
传播者。 （霍 燕）

济北街道安大社区
开展禁止燃放烟花

爆竹宣传活动

本报讯 为落实全区禁放烟
花爆竹工作动员会议精神，1 月
13 日，回河街道召开烟花爆竹禁
放工作会议。

会上，相关负责同志传达《关
于做好 2020 年全区烟花爆竹禁
止燃放工作》通知要求，对烟花
爆竹禁放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会议要求，要强化组织领导，明

确目标任务，各部门要高度重
视、精心组织，按照属地原则做
好各项管控措施，确保禁放区禁
放效果；要强化宣传发动、营造
浓厚氛围，充分利用广播、电子
屏、微信公众号、发放一封信等
形式开展宣传活动，让群众知晓

《禁放规定》相关内容，形成共同
抵制违规燃放的良好氛围；要严

格责任追究、加强执法查处，街
道成立管控小组，分片划区、包
干到人，层层分解落实责任，加
大巡查力度，针对非法燃放烟花
爆竹行为及时进行打击查处，追
究相关责任。

派出所、执法中队、学校、卫
生院、各管区（社区）、相关村负责
人参加会议。 （孟菲菲）

回河街道召开烟花爆竹禁放工作会议

本报讯 为保护和改善环境，
维护公共安全，全面落实烟花爆
竹工作要求，给社区居民提供一
个洁净安全的节日环境，近日，济
北街道滨湖社区联合共建单位区
政协到社区开展禁放宣传志愿服
务活动。

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与区
政协在职党员向社区工商业户及
小区居民发放禁放宣传明白纸，

在发放过程中向其强调燃放烟花
爆竹的实例及危害，提高安全意
识。针对社区辅导机构比较多的
情况，在职党员志愿者向小区辅
导机构进行了重点宣传，与辅导
机构老师进行沟通交流，在提高
孩子们知识水平的同时，更要注
重培养孩子们自身安全意识，文
明过节，禁放烟花爆竹。

（赵翠翠）

济北街道滨湖社区
开展禁放宣传 守护碧水蓝天

本报讯 近日，济阳区新联会青岛分会（商会）、北京分会（商
会）分别在青岛、北京举办“回家乡、谋发展”迎春年会，共叙乡
情，共谋发展。区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卢波、正处级干部张国华
分别参加青岛、北京活动。

区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卢波在“合力耕耘 共创辉煌”青岛
济阳商会、济阳区新联会青岛分会2020年年会庆典暨迎新春联
谊会上致辞中指出，“千年济水古县”正迎来华丽蝶变，全区干部
积极践行“经济服务生”理念，打造尽善尽美的“善美济阳”，诚邀
八方嘉宾相约济阳，一起分享机遇，一起开创事业，一起成就梦
想，希望广大济阳籍在青人士继续积极参与和支持分会、商会工
作；分会和商会也要切实做好联系、交流和服务，广泛团结济阳
籍在青人士，共谋新的发展。 （通讯员）

区新联会青岛分会区新联会青岛分会、、北京分会北京分会
举办举办““回家乡回家乡、、谋发展谋发展””迎春年会迎春年会

“ 2020 年是全面完成‘十三五’规
划的收官之年，也是积极谋划‘十四五’
规划的关键之年，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决胜之年。作为一名政协委员，一

年来，我结合市场监管工作，就全区经
济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民生问题、人民
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开展调查研究，
反映社情民意，充分发挥了政治协商、
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作用。”区政协委
员徐洪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徐洪华表示：“会议期间，我将强化
责任担当，坚持为民履职、为民尽责的
情怀，把事业放在心上，把责任扛在肩
上，认真履行好委员职责，认真提交提
案、撰写社情民意信息，积极参加政协
各项会议活动，用心、用力、用情履行好
职责。”

（刘姝琪）

“政协十届四次会议马
上就要开幕了，作为第一次
参会的新委员，我感到很高
兴、很荣幸，同时也感到责任

重大、使命光荣，对大
会的胜利召开充满期
待。在济阳工作的这
几年，我见证了这座
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
变化，作为一名基层
战线的奋斗者，我亲
身参与了济阳建设的
光荣历程，用心体会
着济阳发展的一点一

滴，我为济阳的巨变感到自
豪。”区政协委员王晗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

王晗表示：“会议期间，
我将认真遵守会议纪律，以
饱满的热情认真履行职责，
学习好、贯彻好、宣传好会议
精神，并结合自身工作，充分
发挥来自基层、来自群众的
优势，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
的工作部署，立足济阳发展
的难点、热点，踊跃建言献
策，积极发出好声音，为实现
北部新区建设新突破贡献自
己的力量。最后，预祝大会
取得圆满成功！”（刘姝琪）

“区政协十届四次会议
的召开是全区人民政治生活

中的一件大事。作
为一名来自基层的
政协委员，参加今
年的‘两会’，我感
到使命光荣，责任
在肩，信心满满。”
区政协委员路行华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

路行华说：“ 2020 年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

五’规划收官之年，意义重
大。会议期间，我将认真遵
守大会纪律，按照大会的要
求，认真聆听报告，积极参加
小组讨论，学习好、讨论好政
协工作报告和政府工作报
告，积极建言献策，充分发挥
一名政协委员的作用，为实
现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刘 婧）

发挥委员作用 为实现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访政协委员路行华

牢记职责使命

坚持为民履职
——访政协委员徐洪华

创新实干抓落实 履职尽责谋发展
——访政协委员王晗

“区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的召开，是
全区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作为
一名来自基层的政协委员，我深感使命
光荣、责任重大。”区政协委员骆阳清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
骆阳清表示：“与会期间，我将严格

遵守会议纪律，认真听取、讨论工作报
告，积极建言献策，参政议政，以只争朝
夕、不负韶华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讲好
政协故事、传播政协声音、凝聚政协力
量，履行好一名政协委员的职责。会
后，我将把这次会议的精神传达好、贯
彻好、落实好，结合孙耿街道‘1276’工
作体系，积极推动新旧动能转换，踏踏
实实做好各项工作，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为全区经济社会事业发展贡献力
量。”

（刘姝琪）

推动新旧动能转换

加快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访政协委员骆阳清

“作为一名来自基层
的政协委员，能够参加本
次 会 议 ，我 感 到 十 分 荣
幸。过去一年，在区委、
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北
部新区建设实现了良好
开局，成绩的取得令人振
奋。”区政协委员王勇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王勇表示：“我将倍加

珍惜这次机会，全神贯注
开好这次会议，领会好会
议精神。会议期间，我将
严格遵守会议纪律，规范
言行，准时参加好各场会
议活动，认真听取大会的
各个报告，积极参加界别
组的讨论，围绕事关全区
发展的问题积极建言献
策，贡献智慧。” （刘 婧）

践行委员职责 扎实做好本职工作
——访政协委员王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