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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隋翔宇
通讯员 张海庭 刘钧坤 报道
本报烟台讯 6月28日，“书香中国万

里行·牟平站”暨“第九届养马岛读书节”
在烟台市牟平区开幕。当天走进牟平区第二
实验小学，可以感受到浓浓的读书气氛。刚
进校园，一首题为《大山是怎样高起来的》
诗歌赫然映入眼帘：“山背山，山扛山，你
背我扛摸到天；山推山，山追山，你追我赶
到天边……”

“在你追我赶的阅读氛围中涵养生命，
在互相交流的思维碰撞中不断开拓创新。这
不仅是诗歌本身的含义，也是我们学校师生
行走在阅读路上的真实写照。”该小学校长
姜曰美说。

不仅是“读书节”当天热闹，在平时，这所

小学也已经实现了常态化阅读。“学校现在实
行‘无门图书馆’制度。全天开放图书馆，学生
随时都可以到图书馆里去阅读书籍。学生借
阅图书也不用进行繁琐的借阅手续，实行自
主登记，自主归还的诚信借阅方式。”姜曰美
介绍。

此外，学校还建立了70个走廊书吧，在
每个班级里建立了班级流动图书架，丰厚的
图书资源与学生零距离接触，让学生时时有
书读，处处有书读，形成了真正的“书香校
园”气氛。

“书香校园”建设只是牟平推动全民阅
读过程中的一个部分。‘书香牟平’品牌打
造的整体目标是，通过书香机关、书香村居、
书香企业、书香校园、书香家庭五方面建设，
全面汇集各类资源，积极推进文化惠民，为经

济社会全面发展提供强劲文化动力和坚实智
力支撑。”牟平区委书记刘启明说。

针对多数群众集中在村居基层的情况，
牟平区在文化惠民过程中重点向下用力。自
2009年首次举办“养马岛读书节”以来，该
区全力打造市民文化服务、农民文化活动、
干部培训教育三大读书活动平台，累计组织
开展了160余项丰富多彩的主题系列活动，
建成农家书屋554家，其中标准化农家书屋
348家，实现了村村有书屋，村村有书屋管
理员的目标。

宁海街道的师范路社区就是一个生动的
例子，据社区居委会主任杨巧娜介绍，该社
区以综合性文化中心为平台，发挥社区农家
书屋的作用，并选派专职人员担任图书管理
员，不断提升书屋建管用水平。

“环境改变人，气氛影响人。读书本质
上是一种对人品性修养潜移默化的教育方
式，因此在机关中推广阅读，也很有现实意
义。”牟平区委书记刘启明认为。

坐落于沁水河畔的牟平区委党校，有着
建校70多年的历史，记录着一代又一代牟平
干部成长的轨迹。自2011年该区启动“书香
机关”建设活动以来，牟平区委党校多角度
营造校园书香氛围。建设校园文化走廊，从
书中摘录名言警句制作成展板置于各楼层走
廊、梳理中共党史打造红色文化长廊；在一
楼大厅设置读书角，放置党的理论、牟平人
文史籍等著作方便来人闲时翻阅；设置内存
3000本书的电子书浏览器方便来人下载阅
读。如今，区委党校已经实现随处可读书、
人人有书读的书香建设目标。

构建“五位一体”全民阅读新格局，整合资源推进文化惠民

书香牟平：村村有书屋，人人爱阅读

□记者 任松高
通讯员 张小寒 田永建 报道
本报威海讯 6月20日一大早，准备在

城区开办一家物流企业的于燕飞，来到威
海市文登区政务服务中心市场监管局窗
口，原本只打算咨询一下办理营业执照需
要提交的材料、审批程序等，结果在提供
了身份证后，不到1小时竟直接领到了执
照。

今年以来，文登区全速推进“放管
服”改革，着力消除“中梗阻”，政府服
务供给不断优化。6月20日，文登区在威海
市首推“全程代办、容缺审批”登记审批

模式，这让办事人凭一张身份证就可以在
一小时内领到营业执照。

“以往申领营业执照，办事人通常要
网上填报一次，跑窗口至少两次，如果提
交的登记材料不全还需要跑多次。不仅如
此，准备出合格的登记审批材料，特别是
起草出合格的章程，更让很多办事人员头
疼。”文登区市场监管局企业注册局局长
王华忠说，“全程代办”是针对这些设计
的一套保姆式审批服务模式，可以有效解
决申请人不熟悉登记审批流程、不会填报
登记材料、不会起草章程等痛点难点问
题，实现“只跑一次”的便捷目标。

“全程代办”实施以前，申请人先要
到登记审批窗口进行名称预先核准，再通
过网络录入相关的登记信息，现在这两个
环节直接整合到第三步的窗口书式审核环
节，由窗口工作人员现场进行名称核准和
网上登记，完成网上初审，并直接进入书
式审核环节。在这一环节中，以往最让办
事人员头疼的书式材料实现“大变脸”：
企业设立登记应提交的所有材料已由部门
印刷成“填空”册子，申请人只需将个性
化的信息“填空”，即可完成所有登记材
料，实现了登记审批材料报送一次清、一
次准，达到了一次性完成的效果。

“容缺审批”主要是指简化营业执照
办理中的市场主体住所和经营场所登记手
续，在申请人不能提交住所或经营场所使
用证明的情况下，由申请人自愿填写《住
所（经营场所）信用承诺申报表》，承诺
知悉所使用的房屋无安全隐患、符合消防
安全要求，知悉《物权法》，已经征得有
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等事项，并承诺自主
承担因未提交产权证明而引起的一切法律
责任。在申请人进行信用承诺后，视为其
提交的材料合法有效，予以核发《营业执
照》。通过信用约束来规范经营行为，有
效破解了影响登记审批效率的难题。

创新“全程代办、容缺审批”登记审批模式

文登区：营业执照立等可取

□记者 宋学宝 张鹏 报道
本报潍坊讯 山东众创创业互联网发展

有限公司近日在坊子区政务服务中心办理企
业工商注册登记，从办理到发证仅用了95分
钟，刷新了企业登记注册的时间记录。

山东众创创业互联网发展有限公司是上
海普道财务咨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上海普
道在全国各地设有分支机构和合作机构，托
管企业很多。“我在全国各地跟工商登记部
门打过不少交道、办过不少证，快的两个星
期，慢的得两个月，没想到坊子这里竟然只
用一个多小时就能拿到营业执照，办事效率
真高！”上海普道CEO徐杰杰感慨道。

坊子区以工商登记改革为切入点，进一
步减少行政审批事项，简化审批流程，降低
市场主体准入门槛。今年4月，这个区按照规
范化管理、个性化对待的原则，探索推行“1

+N”登记注册模式，实现一家企业登记、N
家企业通过复制就可完成登记注册。在反复
与企业沟通对接的基础上，针对企业提供托
管服务的特殊经营模式，为企业量身打造了
包含登记申请表格、托管使用协议以及申请
流程等内容的“登记示范文本”，企业只需
“动动笔、填填空”就可以完成登记注册。

通过整合流程环节、规范前置审批、推
行并联审批，坊子区政务服务中心设立“投
资项目绿色通道”窗口。依托“互联网+政
务服务”模式，指导企业通过网上申报、网
上办理的方式，进一步优化办事流程。企业
网上递交相关材料后，工作人员即时进行预
审，发现错误即时指导更正。

截至目前，坊子区已完成83户个人独资
企业、1户合伙企业的登记注册，全部实现证
书立等可取、当场发证。

立等可取 当场发证
坊子企业登记注册95分钟办结

□本报记者 张晓帆
本报通讯员 王玉翠 吕文波

开挖引水渠 日供水量翻番
6月16日，莱西当地最高气温38摄氏度，大

清早，挖掘机开进了莱西店埠镇后沙湾庄村
附近的大沽河内，开始开挖河道。记者看到，
此处河段仍有少量存水，岸边蓄水池上的抽
水机，正在进行抽水作业。

“挖掘机24小时工作，通过开挖引水渠，
将河道内存水及渗水引入廊道集水池内，再
将水汇集到二期工程的取水点。”施工现场，
莱西市自来水公司工会主席王风祥指着不远
处刚开挖的水渠说，“之前蓄水池每天能提供
600—700立方水，通过开挖河道，目前日供水
量增加到1500立方，实现了翻番。”

保障群众生活生产用水是民生大事。由于

遭遇多年未遇的大旱，群众主要供水源孙受水
厂水源紧缺，部分村庄出现临时性饮水困难。莱
西市先后组织实施了抗旱应急水源一期、二期
工程，为保障旱区群众饮水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水源不足的情况下，为保障二期工程
可以持续为孙受水厂供水，莱西又开展了抗
旱应急水源三期工程（大沽河引水渠）建设项
目，该工程包括孙洲庄桥至后沙湾庄扬水站
廊道引水渠工程在内的4项内容，目前2个工
程点正在紧张施工中。

抗旱应急水源项目只是莱西市为保障供
水实施的多项工程之一。记者了解到，自去年
以来，莱西市先后投入3亿多元，相继实施了
大沽河应急水源、高格庄水库调水、芝河治
理、产芝水库死库容利用、望城地下水源开采
等一系列水源工程，使莱西市自供水一直维
持到去年年底。同时，该市又实施了远程调水
工程，通过前期多方努力，已于去年12月27日

顺利实现调引即墨市客水，至今已累计调引
客水600余万立方。

精打细算 下足“节流”功夫

在居民生活生产用水逐步吃紧的状态
下，莱西市把节水当成与供水同等重要的大
事来抓。水利局、自来水公司等职能部门在做
好供水保障的同时，精打细算，在“节流”上下
足功夫。

水利部门先后对用水大户进行了两次限
水，加强节水宣传，鼓励企业上污水处理设
施，加强中水利用。目前，莱西全市已有雀巢、
德州扒鸡等20余家用水大户企业安上污水处
理设施，充分利用中水，让水资源发挥最大效
益。自来水公司在全力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用
水的同时，已于6月3日开始在三餐时段全力
保证市民生活用水，其他时段供水保持低压
运行。自来水公司有关人员告诉记者，之前，

莱西市日供水需求量在7万立方左右，实施一
系列节水措施后，现莱西市日供水量在4 . 5万
立方，每天可有效节约2 . 5万立方水。

为全力保障农业生产用水，莱西市水利
局先后实施了河头店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农田水利设施维修管护项目、夏格庄镇调
水一期工程、河头店镇高标准农田岚子片区
等建设工程，在南墅镇、日庄镇、河头店镇、马
连庄镇及沽河街道五处镇街实施了农业综合
开发土地治理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最大限
度地帮助农民进行抗旱生产。此外，积极组织
各镇街抓紧维修水利设施、采取深挖平塘、钻
深机井等措施以增加抗旱水源。

随着高温天气的到来，莱西市抗御高温
旱情进入攻坚持久阶段。莱西市民们自发组
成节水宣传队，走向街头、走向广场、走向集
市，向全社会宣传节水惜水，增强全体民众的
节水惜水意识。

开挖引水渠保供水 下功夫“节流”兴农水

莱西：旱情不减 抗旱不休

□记者 白晓 通讯员 刘伟 隋丽君 报道
本报胶州讯 “一年只花20块钱，就能得到这么高的赔

偿，太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了。”6月20日，胶州洋河镇油坊
村村民王建勇说，去年投保的农村小额人身保险，让自己享
受到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2014年，胶州市开展了农村小额人身保险的试点工作。
在村里的号召下，王建勇为全家购买了人身保险。去年，其
妻在下班途中，骑电动车不小心撞在了石头上，造成轻微脑
震荡和不同程度的擦伤。“这种意外事先谁都想不到，1000
多元的住院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可没过多久，承担小
额人身保险的保险公司工作人员便主动上门，在调查了解
了相关情况后，当场对这笔住院费进行了全额赔付。

“农村小额人身保险，具有保费低廉、保障适度、理赔简
单等特点，主要针对低收入群体，可以说是一种有效的金融
扶贫手段。”胶州市金融办发展规划科科长常国选介绍说，
其保障范围涵盖了农村人口日常生活面对的常见风险，包
括猫抓狗咬，或农耕意外事故带来的身故、残疾、住院医疗
等，均可通过简便快捷的理赔程序获得赔付。截至目前，胶
州市12个镇办实现人身保险全覆盖，累计参保达101 . 4万人
次，实现风险保障金额达202 . 8亿元。

□记者 杨国胜 郑颖雪 报道
本报青州讯 “这个蝴蝶模型是老师教我们用3D打印

笔做出来的，几分钟就做好了，非常神奇。”6月21日，青州云
门山回民学校初一三班学生冯炳烨拿着自己制作的蝴蝶模
型告诉记者，以前在电视上看到过3D打印技术，从来没想
过自己能真正接触到这些高科技，是学校的创客活动中心
把这些变成了现实。

青州云门山回民学校校长赵苓吉告诉记者：“我们这次
同中央电教馆和北大科研机构共同开展的我省首次‘跨区
域同步教学’，使我们这所山区学校的孩子，在学校内就能
同大城市的孩子一样，享受优质的教学资源，而创客活动中
心，更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可以把想法变成现实的场地，可
以让孩子们在活动中亲自参与，自己动手，把原本只能想的
想法变为现实。”

□记者 张晓帆 报道
本报青岛讯 “三年前，我面向党旗宣誓时，给自己定

了一个目标，要在帮助他人的同时，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如今，我依旧记得我的承诺，我的岗位也许平凡，做不出震
撼公众的大业绩，但我会兢兢业业履行好本职工作。”6月28
日，在李沧区建管局机关第一党支部“主题党日”活动现场，
支部党员王坤介绍了自己的入党故事。

王坤的入党故事随着网络视频直播，实时传播到李沧
区全区党员中。当天的直播，全程记录了李沧区建管局机关
第一党支部党性洗礼、集体研学、民主议事、交纳党费、奏国
际歌等主题党日规定动作环节，还直播了支部党员来到附
近小区进行志愿服务，集中灭蚊蝇的过程。

“主题党日的程序和优秀的党支部学习案例，开会时讲
得很透彻，但是传达和落实起来，很担心缩水变形，有了网
络视频直播，程序和优秀案例可以实时传递给全体党员，各
个党支部在规定动作完成的同时，抓好自选动作的落实就
行了。”李沧区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说，搭上了“直播”快车后，
全区所有党支部以及2 . 8万余名党员实现了同频共振，看
直播就能学到经验，还能实现双向互动。

□记者 马景阳
通讯员 苏兵 任昌春 报道
本报淄博讯 为防止干部“带病提拔”，健全从严管

理监督干部和干部能“下”工作机制，博山区对全区在职
科级干部实行干部负面信息记实档案制度。

博山区全面收集了解干部在遵守政治规矩、组织原
则、廉洁规定、工作纪律、党纪法规以及在思想道德、工
作作风、生活作风、学风等方面存在的各类负面信息。在
深查细核，分析研判后，按照违纪违法及涉案情况、经济
审计及财经纪律情况、信访问题情况、通报批评情况、重
大事项报告情况等类型，建立干部负面信息电子数据库并
实行动态管理。对于随时发现的干部负面信息，及时纳入
档案，对于负面信息解除的干部，及时调整出档案。

博山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杨发磊介绍说，干部负面
信息将作为干部选拔任用、职务调整、评先树优、教育培
训、奖惩考核、管理监督的重要参考和依据。对干部存在
的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要告诫干部进行提前预防，对
存在问题的干部，及时作出处理。

□记者 程芃芃 通讯员 杨永杰 胡正学 报道
本报桓台讯 “以后再遇到这种可信度不高的电话，就得

加个小心了。”“可不咋的，要是不注意非上当受骗不行。”6月27
日，刚刚着装上岗的唐山镇黄家村警务助理崔亦兆马上进入
角色，为来村委办理业务的村民讲解如何防范电信诈骗。

6月26日，桓台县村级警务助理暨网格化管理工作启
动，全县每个村庄均聘请了警务助理，361名村级警务助理
正式上岗，基层基础工作触角进一步延伸。警务助理每人每
月补助500元，将担起掌握社情民意、采集基础信息、化解矛
盾纠纷、协管实有人口、协控治安要素、环境污染监督、组织
群防群治、举报违法线索等10项工作职责。

胶州实现农村小额
人身保险全覆盖

我省首次“跨区域
同步教学”在青州试点

防止“带病提拔” 建立能“下”机制

博山建立干部
负面信息档案

李沧主题党日
搭上“直播”快车

桓台361名
村级警务助理上岗

更多报道内容可见新锐大众客户端地方频
道及大众在县微信公众号，欢迎下载并关注。

□记者 张海峰
通讯员 任清松 李禄超 报道
本报临邑讯 “现在生活好了，都愿意干

净卫生，谁愿意回到从前脏乱差的环境？”6月
23日，临邑县临盘街道办事处孟寨村村民李
文兰一边将垃圾倒进垃圾桶一边说。

提升城乡环卫一体化水平才能为农民建
设幸福家园，今年以来，临邑健全了县、镇、村
三级环卫组织网络，并把该项工作纳入县委、
县政府重点督查和综合考核。每月一次督查，
每季度一次考核，对工作不力造成严重影响

的乡镇（街道）、村居，取消一切评先树优资
格，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目前，该县已
分三批对全县851个村居逐村进行核查，其中
查出不合格村居53处，均已按标准落实整改。

乡村“面子”洁净了，长效保持才是关键。
临邑致力于挖掘闲置资源，增加村民和集体
收入，贴足乡村的“里子”。在宿安乡邢仙龙
村，只见景观湖内波光粼粼，村民邢贵堂领着
小孙子在村内的柏油路上玩耍，两旁的蒜苗
长势旺盛，还建起300多米长的文化墙。“这些
地方原来很多都是‘三大堆’和垃圾死角，如

今清理开发后进行葡萄套种大蒜和红薯，去
年红薯收入了1 . 5万元，今年大蒜预计能收入
2 . 5万元。”村支书邢增然说。

去年以来，该县通过把城乡环卫一体化工
作与精准扶贫、边角经济等相结合，将村内房前
屋后、道路两旁、废弃房屋、空闲荒地等闲置土
地集中清理，种植苗木、蔬果等经济作物，或者
挖池种藕养鱼。同时，以贫困村为示范推进点，
串连周边，形成临邑东部“村域沉睡资源聚合经
济带动带”，不但突破了集体经济瓶颈，增加了
乡村收入，也改善了村容村貌。

“发展边角经济使集体经济与环境整治
相得益彰，增加一项经济收入。”临邑县委常
委、宣传部长于萍说。

为使乡村环境再上一个台阶，临邑开展
以改善农村环境、转变生活方式为主要内容
的“新农村新生活”培训，清洁环境、美化家园
志愿服务活动，组织编排以城乡环卫一体化
为内容的文艺节目。同时，制定群众普遍接受
和遵守的村规民约，广泛发动村民开展卫生
评比、评选“最美乡村保洁员”和“美丽庭院”，
就连孩子们也成为了“保洁小卫士”。

开发一块边角等于减少一个垃圾死角

临邑乡村：洁净“面子”贴足“里子”

□宋学宝 报道
图为在坊子区为民服务中心企业注册窗口，工作人员为办理人员出具材料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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