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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两手抓、两手
硬”，奋力夺取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双胜利”

山东健康码，利人利他。
红码要隔离，黄码要居家。

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确保学生暑期安全

本报讯 6月29日，全区“新时代新奉献——时代新人说”职工演
讲比赛在华冠天城大酒店举行。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方参加活
动。

本次比赛旨在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深入开
展“弘扬三种精神，共圆百年梦想”主题教育活动，充分展现全区干部
职工立于新时代潮头，勇于担当，积极作为，深入开展新时代文明实
践，在各行各业发光发热，争当新时代奉献者的精神。

本次演讲比赛的37名选手来自全区各行各业，他们立足新时代、
新奉献，用新的视角、新的思维，讲述了立足岗位实际与新时代齐奋
进的励志感人故事，激励广大职工争做新时代的奋斗者、主人翁，展
现了新时代劳动者的精神风貌。

区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李 帅）

全区“新时代 新奉献—时代新人说”职工演讲比赛举行

本报讯 6 月 28——29 日，区残
联完成了第三批残疾人辅具集中发
放工作。此次发放涉及五个镇（街
道），共向154名建档立卡贫困残疾
人免费发放手杖、座便椅、护理床、
普通轮椅等各类辅具182件。

按照市残联关于脱贫攻坚的统
一部署和要求，区残联把建档立卡
贫困残疾人的辅具适配和集中发放
作为扶贫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来
抓。根据遍访残疾人、广泛宣传发
动、层层筛查和自主申请，区残联摸
清了残疾人辅具需求的真实数据，
并以镇（街道）为单位进行登记和适
配工作。由于残疾人需求的辅具数

量、种类较多，为了使他们尽早使用
和方便领取，区残联分批次为残疾
人发放辅具，把辅具送到了残疾人
的大门口。三次集中发放辅具惠及
600多名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共发
放辅具800余件，满足了各类残疾人
的不同需求。

残疾人辅具补贴是党和政府为
减轻残疾人家庭经济负担、方便残
疾人生活和工作而制定的一项惠残
政策，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残疾
人群体的关心关爱，提高了残疾人
的幸福感和满意度，赢得了残疾人
及其家属的交口称赞。

（亓京辉）

区残联全面完成建档立卡残疾人辅具集中发放工作

本报讯 6月29日，区纪委监委
召开机关警示教育会，会上，区委常
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李红
雨为与会人员上专题党课。

与会人员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
片《牢 记 初 心 使 命 强 化 政 治 保
障》——山东正风肃纪反腐 2019。
随后，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
委主任李红雨以“牢记党的宗旨 以
实干践行使命”为题，从问渠那得清
如许，寻根溯源悟真谛；乱花渐欲迷
人眼，直面现实迎挑战；俯首甘为孺
子牛，躬身实干当引领三个方面，为
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的廉政党课。他
指出，要积极担当、主动作为，认真
回答好“精气神松不松的问题”，在
激励斗志、提高觉悟、敢于担当上下

功夫。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认真
回答好“工作作风实不实”的问题，
以务实、笃实、落实的态度，说清事、
预见事、谋划事、干成事。要心中有
民、服务群众，认真回答好“是否真
心为群众办事”的问题，坚持维护好
群众利益、倾听群众心声、解决群众
需求。要遵规守纪、依法依规，认真
回答好“是否按规矩办事”的问题，
做到熟知规矩、心怀敬畏、严守规
矩。最后，离退休老党员参观了谈
话楼的管理、使用情况。

区纪委监委班子成员，离退休
老党员，区纪委监委机关各部门、单
位，区委巡察机构，区纪委监委各派
驻（出）机构全体人员参加会议。

（邓旭光）

区纪委监委机关警示
教育会暨专题党课召开

本报讯 6 月 29 日，区政协机关
组织开展集中学习。区政协副主席
张乃杰、张学兰、魏长亭，秘书长盛
伟，办公室主任王超参加学习。

会上传达学习了《求是》杂志、
《秘书工作》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
记讲话《充分认识颁布实施民法典
重大意义 依法更好保障人民合法权
益》《办公厅工作要做到“五个坚
持”》。

大家一致认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
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
果。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讲话

精神，进一步认识颁布实施民法典
的重大意义，发挥政协优势，加强对
民法典的学习和宣传，为民法典的
实施营造良好氛围、做出政协贡
献。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办公厅
工作讲话精神作为做好政协机关工
作的根本遵循，深刻领会、准确把握
精神实质，把“五个坚持”融入到政
协机关各项工作中，进一步锤炼品
质、加强修养、提升素质、转变作风，
不断提升机关工作的制度化、规范
化、科学化水平，为更好履行政协职
能提供坚实保障。

区政协专职常委、机关全体干
部职工参加学习。 （徐新斌）

区政协机关组织开展集中学习

本报讯 6月29日，区委副书记、
区长孙战宇视察黄河防汛工作时要
求，要立足于防大汛、抗大洪、抢大
险，压实责任，完善措施，严阵以待，
严防死守，全力抓好防汛任务落实，
确保黄河安全度汛。

孙战宇一行先后来到沟杨险
工、葛店险工，实地察看了各险工段
防汛工作，听取了有关负责同志的
情况介绍，详细了解了当前黄河防
汛形势以及防汛任务分工、物资准
备、应急队伍建设等防汛工作情况，
并就做好下一阶段黄河防汛工作提
出意见和建议。

孙战宇指出，黄河防汛工作事
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广大人民群
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是当前工作的
重中之重。各有关部门要统一思
想、提高认识，时刻保持头脑清醒，
做到思想上不放松、行动上不懈怠，
做好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的思想
准备和工作准备，统筹谋划和落实
好各项应对措施，严阵以待，严防死
守，全力以赴确保黄河安全度汛，保
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孙战宇要求，各有关部门要提
高警惕，加大巡查力度，密切掌握黄

河水情发展变化，遇突发情况，第一
时间上报。要进一步完善抢险方
案，制订防汛应急预案，落实好各项
防汛措施，备足抢险设备物料，宁可
做到备而不用，不能出现用而不备，
要做好抢大险的各项准备，确保万
无一失、安全度汛。要进一步强化
队伍训练，经常开展多种形式的演
练工作，提高应对险情的能力，确保
一旦发生险情即可投入战斗。要密
切关注雨情、汛情和险情变化，及时
提出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加强巡
堤查险，强化应急值守，成立专门的
巡逻队，严禁无关人员进入危险区
域，对重点区域、重点位置进行全面
巡查。要做到责任落实到位，进一
步强化工作责任制，关口前移，提前
预判，组织人力物力把险情消灭在
萌芽状态，彻底消除度汛安全隐患，
做到任务明确、责任到人、措施到
位，确保汛期安全。

区政府办公室主任李振山，区
人武部部长马杰，区城乡交通运输
局、区城乡水务局、区应急管理局、
区工业和信息化局、济阳黄河河务
局、区消防大队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活动。 （范倩楠）

孙战宇在视察黄河防汛工作时要求

严阵以待 严防死守
全力以赴确保黄河

安全度汛

本报讯 在6月28日召开的全市平安
济南建设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推进会
议上，我区荣获“平安济南建设先进区县”
荣誉称号，区委书记吕灿华代表区委、区
政府上台领奖。

近年来，我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
实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
严格履行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责任，扎实
做好平安建设、政法队伍建设等各项工
作，认真落实维护社会稳定的各项工作措
施，有力维护了社会大局的持续稳定，为
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更加和谐稳定的社
会环境，有力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

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以庆祝新中
国成立70周年活动安保维稳为主线，多措
并举，有力维护了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
定。全区上下齐动员，一体化指挥，部门联
动，专群结合，严格落实责任单位和责任
人，保障了国庆70周年大庆期间的和谐稳
定。提前谋划，认真做好社会稳定风险评
估和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加强日常调
度和督导，圆满完成各级“两会”、第二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北京世博
会、青岛“海军节”等一批重大活动安保任
务。强化邪教风险预防，严打整治和整体
防控，全面提升了反邪教宣传、教育转化、
涉外斗争和基层基础工作水平。

扎实推动“雪亮工程”建设。全区“雪

亮工程”二期项目投资 960 余万元，新上
高清监控探头 2700 个，加上原有监控探
头，累计7000余个，全面实现了全区城区
村居监控探头全覆盖。在全市第一个与
市委政法委视频专线实现互联互通共享
的区县。全面完成了综治中心建设，区级
综治中心建成运行，高标准建设了“一厅
四室”，做大综治中心的同时正逐步向做
出亮点、做出品牌运作。深入推进网格化
管理服务，以街镇为基础，统一划定社会
治理和服务管理网格；各职能部门在街镇
配备的专职网格员和辅助人员，由街道统
一调整网格力量，合理分配到统一划分的
网格中，实行部门业务指导、执法保障和
街镇调度指挥、日常管理相结合的运行模

式，不断健全“条块”有机联动、齐抓共管
的网格化服务管理新机制。

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开
展十大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扫黑除恶专项
行动、“六清”行动、农村地区扫黑除恶集
中行动为抓手，力求在线索核查、要案攻
坚、“打财断血”、行业整治等方面取得新
的突破，不断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
深发展。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
我区共打掉恶势力犯罪集团1个，恶势力
犯罪团伙 2 个，涉恶类共同犯罪团伙 23
个，破获刑事案件37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152人，冻结资产42.35万元，形成了对黑
恶势力违法犯罪的高压严打态势，对全区
社会大局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刘 婧）

我区荣获“平安济南建设先进区县”荣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