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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任松高 彭 辉
本报通讯员 王 波 张小寒

“小气政府”

守住县委大院30年
文登“县委大院”始建于上个世纪80年

代初期，说起“县委大院”的人与事，参与大
院设计的文登城乡建设系统老干部张传江
打开了话匣子。

“那时候，文登还是县。县委楼1982年12
月动工建设，1983年11月交付使用；县政府
楼稍晚些，1984年起建，当年完工。”张传江
回忆说，两座楼除了中厅为框架结构外，主
要是混合结构，现浇楼板，外墙米黄色涂料
罩面，内部主要是水泥抹光地面，白壁粉
墙。屋门是油漆的白色木头门，“一关门，门
上的铁插销就会跟着咣当一声响”。

建的时候简单，后续的事儿也是简办。
据在文登政府工作过的老人说，两幢楼建
起来这30年也就“变过一次脸”。“外墙涂料
都褪了，屋里地面裂开了口子，门上油漆掉
得一块一块，实在是有点不像样儿了。大概
是1996年吧，进行了一次修缮，之后近20年
就再也没大动过，都是哪里发现问题修修
补补哪里。”

走进大院，发现办公室里的条件也较
为简陋，办公面积狭窄、设施陈旧，在大院
里随处可见多人挤在一间小房子里办公的
情形。“现在倒也省事了，不用为整顿办公
室超标发愁。”一位工作人员半开玩笑地
说，“时间久了，那就叫古董、古建筑，越老
越值钱！”

新大院让位

市民文化中心

虽然条件简陋，装饰陈旧，但老百姓却
对文登“县委大院”有着不一般的感情。“30
年了，每次来都是这个门，就像串亲戚一样
熟悉、亲切，来这种地方办事心里踏实。要
是高楼大厦警卫森严，反倒是不敢进去
了。”到区委楼办事的市民刘红感慨地说。

进入新世纪，伴随文登区东扩，文登东
部新城区很快成为寸土寸金的黄金地段。
有人建议，趁此机会盖座气派的办公楼，既
改善了办公条件，又能拉动新城区迅速聚
集人气。

当时，文登原有的公共文化设施已跟
不上市民需求，迫切需要兴建一批新的公
园、广场。“需要用钱建设的地方还有很多，
干部们再坚持坚持，先把文化设施建起来
再说。”在文登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的坚持
下，新办公楼的建设计划取消了。

不但没有抓住“机遇”盖新办公楼，在
很多人眼里，文登东部新城区的开发，文登
党委政府是做了“亏本买卖”。当时文登党
委政府占尽卖方市场优势，只要顺水推舟
招标房地产，就可以“坐享其成”。然而，文
登党委政府的选择却让人大跌眼镜——— 缩
减房产开发规模，不建房产建“广场”。这意
味着，政府把送上门的票子推出去，还往外
砸钱，一进一出，不是笔小数目。

根据总体规划方案，文登党委政府“阔
气”地砸出20多亿元，在东部新城区建起文
登学公园、体育公园和市民文化中心、博展
中心、会展中心等“两园五中心”，建筑面积
达到40多万平方米，设施全部向市民免费
开放。“你看咱这中心，气派吧！”4月15日，
正在市民文化中心图书馆看书的市民曲玲
玲向记者“炫耀”，脸上写满幸福。

文登市民文化中心于2011年8月投入使
用，在当时很多人眼中，这曾是建新市委办
公楼最好的位置。文化中心投资2 . 6亿元，
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集中了图书馆、文化
馆、科技馆、艺术馆、音乐厅等各种文化场
馆，新奇的球幕电影放映厅、藏书40万册的
图书馆、高档的琴房、练舞房、1000多个座
位的新音乐厅等高档场馆一应俱全，成为
文登百姓最热衷的活动休闲去处之一。

作为文化主管部门，文登区文广新局
搬过来办公也占不了几间屋，但市民文化
中心每一间屋都留给了市民。文登区文广
新局至今还“蜗居”在有20多年历史的原市
图书馆三楼办公，10间木窗、水泥地的办公
室，总共才150平方米，还赶不上市民文化
中心一间排练厅的面积大。

为群众大手笔，

政务服务中心再升级
文登行政审批服务中心2002年成立，

经过11年的运行，有力地推动了文登政务
服务环境的改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中心审批事项进驻率不高、办事群众“两头
跑”、办公场地狭小、设施设备老化、停车难
等问题日显突出。

“县委大院”还可以用下去，干部们的
办公条件可以凑合，但市民的办事条件不
能将就。按照区委区政府计划，今年4月21
日，文登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将完成她的阶
段性历史使命，翻开崭新的一页：更名为政
务服务中心，然后整体搬迁至文登新城区
世纪大道会展中心B区。集“行政审批、公共
服务、公共资源交易”三位一体的新政务服
务中心，将为服务型、法制型、廉洁型政府
建设抹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既然是政务服务，就要强调服务功
能，一切以方便群众为出发点。要本着‘能
进则进、应进全进’的原则，凡是与企业和

群众密切相关的审批服务事项全部纳入政
务服务中心，实现一条龙服务、一揽子解
决。”文登区委书记张竞立下了“铁规矩”。

走进装修一新的新政务服务中心大
厅，不禁让人心头一暖、眼前一亮。“和谐
服务、阳光审批”的红色大字醒目地设置在
迎门的服务台后。宽敞明亮的大厅内，行政
审批、公共服务、公共资源交易、中介超
市、房地产交易等9个功能分区有序地排
开。为方便不同需求的市民办事，中心还新
增了“建设工程项目联审联批受理区”、
“企业设立登记联审联批受理区”、百姓服
务平台三个模块。

“中心更名变迁后，我们不仅将机构职
能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群众至上’的核心
理念也在各方面提升中进行了强化。”服务
中心主任滕永波介绍，政务服务中心将涉
及到企业和老百姓的审批服务事项优化整
合，进驻部门和各类单位增加到70多家，进
驻行政审批事项136项，进驻率达到96 . 45%，
居全省之首，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进一个
门，办一切事”的目标。在硬件方面，配备了
统一受理、一次性告知、电子审批、电子监
察、服务评价、智能查询、智能考勤等七大
智能信息化系统，进一步方便了老百姓办
事。

□记者 张宇鸿 通讯员 孙久生 杨军锋 报道
本报宁津讯 “当收到自己23年前手写的入党申请书复印件时，

心情特别激动。回想当年对加入党组织的向往，连续申请了五年才如
愿。对照当初对党的承诺和誓言，感到思想有很大触动，心灵有很大
震撼！”近日，宁津县经信局局长范世民说起自己对“重温入党申请
书”活动的感受，感慨万分。

从3月26日开始，宁津县200多名正科级干部包括全县所有县直
部门和各个乡镇、街道办的“一把手”，陆续收到县委送给他们的特殊
礼物：自己档案中的入党申请书复印件和一封要求重温入党申请书
的函件。“入党是每名党员的政治起点，重温入党申请书，可以让每名
党员回归原点，寻找思想入党、行动入党的本源，强化领导干部的党
员意识，自觉在工作岗位上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县委组织部副部长
李荣星介绍说。

“重温入党申请书”活动，激发全县领导干部自觉践行为党奋斗、
为民服务的誓言。3月中旬以来，党员干部们带头下企业进乡村听民
声问民需，征求意见建议2500多条，解困助学帮办实事好事520多件。

寻找最“美”县委大院（1）

文登“县委大院”自建起就没“挪窝”，修修补补走过了30年———

“大院”虽简陋，事儿干得漂亮
如果一个离家30年的游子回到威海文登，故乡的变化一定会让他感到有些陌生，但文山路上那两座白

灰外墙的四五层小楼也一定能勾起他离别时的记忆。这两座小楼一直是文登党委政府的办公地点，也就是

俗称的“县委大院”，三十多年来一直维持着原来的旧模样。

如今，这座大院与周围的环境已经格格不入，显得非常简陋，但她见证了文登从县到市、从市到区的

发展历程，也经历了连续10多年入围全国百强县、其间4年位居全国百强县第14位的风光。

县委大院是地方政权的“指挥所”、
“调度站”，也是为人民服务的“根据
地”、“大本营”。县委大院好不好，不
在于施工建设的“面子”美不美，而是执
政为民的“里子”实不实。作为文登历届
执政者传承下来的党心、民心的精神载
体，县委大院时刻提醒着我们当政者，为
官就要摆正为民服务的本位，保持对手中
公权力的高度克制与敬畏，按照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民、务实、清廉”

的主题要求，实实在在地给群众当好家、
服好务。

县委大院就是当政者的镜子，我们要
以此正衣冠，继续传承密切联系群众、一
切为了群众的传统和作风，赢得人民的信
任和支持；县委大院就是全体党员干部的
标杆，激励着我们以身作则，按照最高标
准要求自己，在各项工作中当榜样站前
排，树立政府在群众心中的形象，让老百
姓对我们打心底里满意。

■书记点评

传承“大院”精神 行为民务实之风
威海市文登区委书记 张竞

□本报记者 李 梦 王兆锋
本报通讯员 郑兆雷 仇冠男

“郎队长好，执勤呐？”“哟，韩大爷啊，
您老又来卖菜啦！”4月16日早晨5：30，天蒙
蒙亮，茌平县委大院门前的“人民广场早
市”就开市了，行政执法局城管大队队长郎
廷忠一露脸，眼尖的振兴街道韩王村菜农
韩传喜便主动打起招呼。

在现场，记者发现早市格外红火：从广
场东北入口往南，菜摊连着菜摊，足有七八
十个，买的卖的、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将6米
宽的路面“挤”得只剩中间狭长过道。但郎
廷忠不仅不撵，反而不时停下来帮商贩抬
抬架架。韩传喜说，这里每天早晨允许摆摊
2小时，郎队长是专门来服务的，所以大家
不“怕”他。

“过去城管形象不好，根本原因在于执
法粗暴、只处罚不服务。三中全会《决
定》特别提出‘理顺城管执法体制，提高
执法和服务水平’，给城管改革指明了方
向。”郎廷忠告诉记者，去年底，他们为
方便市民买菜、规范流动商贩摆卖，在县
城试设了9处限定时间、限定地点的“双
限早市”，每天清晨5：30到7：30，小商
贩可到这些指定地点卖菜。“人民广场早
市”就是这9个“双限早市”之一。

记者了解到，这个早市自发形成，在
“双限”前已有10多年历史。因片区常住人
口逾2万人，附近只有一个拥有52个摊位的
小菜市，强大的“需求”吸引周边菜农和大
小商贩不断汇集。加上当时占的道是主
街——— 新政路，车多、广场晨练人多，一到
8：00，县委门前就堵成了车海，汽车喇叭

声、叫卖声等乱成一团。无奈，郎廷忠曾和
他的同事每天早晨4点就守点取缔，走到哪
儿都是一片责骂声。

“双限”之后，早市由新政路南迁至人
民广场东侧的南北路上，又实行2小时限时
摆摊，情况趋于好转。但“郎廷忠们”依然坚
持早晨5点进场，他说，因为摊位不固定，为
了争占某个位置，有时会起一些冲突，他们
需要调解；摆摊卖菜的多是60岁以上的老
人，他们需要帮着抬抬架架……但让郎廷
忠欣慰的是，“主动打招呼的多了，赞扬和
尊重多了，以前早上10多个同事忙不过来，
现在2—3个人管得很顺当”。

“双限”之后，“韩传喜们”也不用“打游
击”了。韩传喜说，过去卖菜像做贼，一边招
呼生意，一边防着城管，现在不仅不怕，见
面还能问声好，且早市不收卫生费、管理

费、治安费等。现年74岁的老韩，家中种着3
亩菜地，每天凌晨4点起床，4点半装车，5：30
骑电动三轮到“人民广场早市”，上午7：30
前收摊。6：30，老韩满满一筐韭菜快卖完
了，老韩说：“早晨现割的韭菜新鲜，价格比
超市至少便宜3毛钱，所以卖得快！带来七
十来斤剩四五斤了。”

附近居民说，这里的早市买卖静悄悄
地，没有大声吆喝，对休息没啥影响，7：30
收摊，更不会堵车影响上班、上学。

负责这个片区的清洁工王雪梅则告诉
记者，这里的小贩收摊时会自觉带走垃圾，
打扫起来不费大劲，8：00前就干干净净了。

不过，“双限”后也有新问题出现。郎廷
忠说，一部分摊贩到了规定时间赖着不走、
没卖完的菜接着到大街上卖，这些难题除
了“撵”，目前没有更好的法儿。

“双限早市”改变了什么？

□记者 张环泽 通讯员 谢美慈 张国花 报道
本报枣庄讯 4月10日，看着牛舍内60多头大肥牛齐刷刷地啃食

着草料，台儿庄区马兰屯镇李沟村金辉家庭农场负责人任海露出了
笑容。而早在一年前，他的农场还因资金不足，处于半瘫痪状态。

针对广大青年在创业过程中资金短缺问题，台儿庄团区委联合
金融部门帮助创业青年拓宽融资渠道。目前全区青年致富带头人30
余名，扶持51名青年创业，发放小额贷款362万元，帮助160多名青年
实现就业。

“除了解决创业青年资金短缺的问题，我们也经常举办青年创业
培训班，来满足一些创业者的技能培训需求。”团区委书记李丹告诉
记者。团区委利用区职业中专、区农广校等青年技术培训中心，已开
展青年就业创业技能培训120人次、进城青年农民工“订单式”技能培
训168人次，建设9家青年就业创业见习基地。

□记者 王洪涛 通讯员 贾传龙 报道
本报兰陵讯 4月12日，记者从第二届兰陵菜博会上获悉，苍山

大蒜品牌“身价”高达43 . 09亿元，苍山辣椒9 . 69亿元，苍山牛蒡8 . 11亿
元，三大品牌总价值为60 . 89亿元。

这份区域品牌价值评估结果，是由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
院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发布的。

此外，苍山大蒜、苍山牛蒡还获得了中国质量认证中心颁发的
GAP认证证书（即良好农业规范认证证书）。据悉，该认证证书将与
欧盟GAP认证证书直接进行互认，可促进苍山大蒜、苍山牛蒡出口
欧洲。

兰陵被誉为中国大蒜之乡，全县共有10处万亩以上的大蒜种植
基地，形成了18 . 6万吨的储藏保鲜能力。而苍山牛蒡县内种植面积9
万余亩，县外发展种植基地11万余亩，总产55万吨，占全国种植面积
的一半以上。

本次菜博会上，兰陵县还获得了“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
全示范区”、“中国蔬菜之乡”、“山东省现代农业示范区”、“山东省农
业科学蔬菜实验示范基地”等多项殊荣。

□记者 戴玉亮 单辰 报道
本报寿光讯 “我们一家人都爱吃烧烤。以前露天烧烤摊多，卫

生差，满地的油和用过的竹签。”4月15日，在寿光市建新街一处烧烤
店，顾客孙新梅告诉记者，“现在这种室内的无烟烧烤不但健康，也文
明了。”

针对露天烧烤带来的空气、噪音污染和经营占道问题，寿光实施
了“夏病冬治”。从去年10月开始，寿光市城管执法局对全市主要街道
两侧，特别是露天烧烤集中区域进行挨户走访，发放宣传单1500余
份。同时，为彻底取缔露天烧烤，该市规划建设了占地35亩的正阳路
烧烤城。去年建设，今年刚刚投入使用，目前52户已全部招商完毕。

“原来在光明路那边做露天烧烤，生意红火，但污染严重，也扰
民。去年接了通知，市内烧烤全部要求进店。”寿光张飞烤鱼美食城经
理康文洋说，“得知正阳路这边建一个烧烤城，就把店搬到这儿了。”
搬迁后的张飞烤鱼，规模是原来的3倍。“以前只有70多桌，现在可以
坐200来桌。”康文洋说，“搬进室内后，生意一年四季都可以做。以后
烧烤城形成规模，客流量上去了，生意会更好。”他的新烧烤店装修
时，按照统一要求，厨房内安装了油烟净化器和油水分离设备，避免
了二次污染。

“露天烧烤是城市一大顽疾。以前路边摊和夜市脏乱差，主要是
露天烧烤惹的祸。”寿光市民李建忠说，“现在烧烤在店里，不但档次
和卫生上去了，也不像原来那样摊位占道，造成交通拥堵了。”

□通讯员 康树松
记 者 王福录 报道

本报无棣讯 “开通了视频会诊，就像建立了绿色通道，为在
押人员就医提供了便利，真是太方便了。”记者3月24日在无棣县
公安局采访时，局看守所所长杨明才对记者说。

记者了解到，县公安局看守所3年前就与县人民医院建立了医
疗协作关系，给在押人员提供了良好的就医条件。但是，出外就医
存在安全隐患，并牵涉警力。今年1月，他们与县医院协商利用视
频会见系统开展视频会诊，由医院的医生进行会诊决定就地治疗，
还是出外就诊。县人民医院专门配置了电脑等设备，安排了专人负
责。在押人员何某因涉嫌盗窃羁押于看守所，患有高血压和心脏
病，看守所将其列为重大风险级别和重症看管对象。3月3日上午9
时许，何某通过报警器报告头晕，值班民警闻讯后，立即启动紧急
处置预案，及时与县医院联系，通过视频会诊。初步检查，发现其
血压为140/200,为高血压并伴有心脏病发作迹象，遂立即安排送往
县医院采取相应治疗措施。

宁津200多领导干部
重温入党申请书

台儿庄多渠道助推青年创业

“苍山大蒜”身价达43 . 09亿

□记者 李广寅 通讯员 张林林 苏倩 报道
本报垦利讯 “多亏了有法律援助，让俺的生活有了保障。”4月3

日，垦利县垦利街道寿山村村民王小涛谈起求助法律援助的经历时
感激地说。去年7月份，在海南省打工的王小涛在厂区内被挖掘机压
断双腿。“起初，公司只答应支付医疗费，不支付伤残赔偿金和其他后
续治疗费用。”王小涛说，在法律援助律师帮助下，没花一分钱律师
费，他就讨回了60万元赔偿款。

和垦利街办一样，垦利县下辖的7个镇街都建立了法律援助站。
据介绍，通过县法律援助中心与法律援助工作站、村（居）法律援助明
白人、法律援助卡等工作格局的良性联动，确保了法律援助实现全覆
盖，不留“空白栏”。2013年，法律援助中心共受理涉及农民工的案件
150余起，累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288件，已完成案件的质量合格率达
100%。

为更好地发挥法律援助的作用，垦利县还深化实施了“村(居)级法
律顾问全覆盖”工程，配备84名执业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到一线
服务，为广大居民提供法律咨询，开展法制宣传，帮助困难群众获得法
律援助，实现了“城镇半小时、乡村一小时”的法律援助服务圈。

垦利县法律援助实现无缝隙覆盖

寿光露天烧烤摊统一“进店”

无棣：为在押人员就医提供便利

□彭辉 王海政 报道
上 图：宏伟气派的文登市民文化中心。当时曾有不少人建议，想在这儿建设新的市委大楼，被市领导否决。
左下图：刚刚投入使用时的文登县委大院，老式汽车、水泥电线杆、路上行人的穿着打扮，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常见的街景。
右下图：三十年弹指一挥间，门还是那个门，楼还是那座楼，文登已从县到市、从市到区，走过了发展最快的一段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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