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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广寅
通讯员 马 慧 尹冰瑶 报道
本报东营讯 有这样一群人，时刻将社区

居民之事牢记于心，用真心、耐心和细心换取
居民的顺心。他们是社区居民的“贴心人”
“暖心袄”和“老娘舅”，他们真正的身份是
东营市东营区东城街道社区网格员。据了解，
为了实现精细化管理，东城街道将所辖8个工
作站、一个商贸园区、39个居委会划分成195个
网格，配备195名网格员。将网格服务延伸至
每家每户，架起居民和社区沟通的桥梁，只要
居民有困难，邻里有矛盾，网格员都会在第一
时间赶到帮助解决。

“你好，是网格员吗？我们楼栋门的门锁
坏了，能帮我们处理一下吗？”，“楼上的水
漏到了我家，怎么办啊？”，“我不会用手机
查退休金，这两天帮我弄弄呗！”，自从当上
了社区网格员，东城街道安和社区居委会的程
敏手机就24小时不关机，怕居民有啥难题找不
到她。她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到居民家走访，
看看居民有啥需要帮忙的就帮着解决，自己解
决不了的，她就帮着联系专业人员给解决。她
的网格员民情日记本上，满满地记录着网格里
发生的大事小情。“过去，楼道里好几个灯都
坏了或是小区里出了难题，问题一时半会儿都
得不到解决；如今我们有事就找网格员，有什
么事他们都尽力帮助解决。”小区居民王春红

这样说。
前些年，除了社区里的老人或是某些急需

办理事情的居民外，小区居民基本不和社区发
生什么联系。“但是在实施了网格化管理之
后，网格员经常会上门来了解家庭情况，询问
居民们有什么困难。跟网格员接触多了，不仅
网格员知道我们了，我们也了解到了生活中的
大多数事情社区都能办理，有问题打电话给网
格员就行。如今我们社区有事找网格员的居民
好多，网格化管理让大家的幸福指数日益提
升。”居民陈伶俐这样说。

从以往的“居民找社区”转变为现在的
“社区找居民”，网格员逐渐成为社区的“代
言人”。不管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还是政府惠

民政策颁布推广，到处都有他们活跃的身影。
网格员说：“以前社区工作人员的职责都是划
分管项，有的管民政、有的管计生、有的管党
建。但是现在不一样，在每一个网格里，社会
管理服务工作全部捆绑在一起了，网格管理员
成为最小的单位，人员都是一岗多职、多重服
务。”现在社区是居民的娘家和主心骨，能切
实为群众分忧，有问题有困难都可以来找社
区。

社区里的小网格，不仅让社区工作人员服
务范围更广、服务内容更细化，而且实现服务
管理的全天候、零距离、全覆盖，从而提高政
府对城市的管理能力，全面打通服务群众“最
后一公里”，将群众民生实事一“网”打尽。

□姜竹艳 张凯丽 李广寅 报道
本报东营讯 垦利经济开发区把此次中央

环保督察作为生态环境工作的“全面体检”和
“把脉问诊”，加大环保突出问题综合整治，
完善环保监管治理体系，彻底改善生态环境面
貌，打造宜居宜业的更优发展环境，让辖区群
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垦利经济开发区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成立了网格化环境监管工作领导小组，调
整完善了119个企业和16个村级的三级网格，出
台了环保突出问题综合整治实施方案，不断健
全体制机制，进一步强化“横到边、纵到底、

全覆盖、无死角”的三级环境保护监管体系，
不断强化环境执法监管，全面排查各类污染环
境、破坏生态问题，综合运用巡查夜查、挂牌
督办、约谈问责、停产整顿等措施，严厉打击
各类非法排放、转移废水废物等违法行为。

为提高环保水平，推进水气土污染治理，
垦利经济开发区投资2 . 1亿元实施了13项环保治
理工程，加快工业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
设，进行雨污分流改造，推行河长制，加强溢
洪河沿线8家企业管网封堵整治，清理整顿了
21家企业的33台燃煤小锅炉，取缔了2家“小散
乱污”企业，开展了料场、拌合站扬尘污染治
理，对新发、万得福等重点企业进行异味集中

整治，积极开展了环境影响跟踪评价，准备省
级生态工业园区复审，不断加强生态修复治
理，优化园区生态环境，坚决打赢这场“蓝天
保卫战”。

垦利经济开发区严格落实企业环境保护主
体责任，鼓励企业加强科技创新，加快技术改
造和设备更新，加大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和环
境信访投诉问题的整改落实力度，有关环保治
理的配套设施全天候运行，确保在中央环保督
察期间不出现任何问题。对列入禁养区内的畜
禽养殖场、养殖专业户进行全面关停，做到
“两断三清”；对列入限养区内的畜禽养殖场
进行改造提升，建设了晾晒场、污水池和雨污

管网等环保设施。
长效机制是实现环保目标的重要保障。垦

利经济开发区积极构建环境管理和监督长效机
制，严格按照环保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实行环境保护农村、企业“一把手”责任制，
对环境保护工作进行一票否决。完善环境监测
网络，强化监测站点标准化建设，扩大监测范
围，建立快速高效的环境事故应急监控和突发
事件预警体系。强化环境执法监管，加大环保
隐患排查和评估力度，把环境污染事件消灭在
萌芽状态。加强环境保护舆论宣传，构建全民
环保意识宣传教育机制，在辖区形成“人人保
护环境，人人爱护环境”的良好氛围。

□ 本报记者 魏 东 李 明
本报通讯员 刘俊强 文孝杰

近年来，为推动外贸回稳向好、持续发
展，国务院从大通关、“放、管、服”、法定
检验体制改革等方面对检验检疫部门提出了明
确的要求。山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也创新性提
出了建设速度最快、费用最低、服务最好的
“三最”口岸。为此，东营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引入“互联网+”概念，在风险分析基础上，
将全程无纸化、全过程执法记录、即拍即传、
远程查验、“双随机”执法、即验即放等检验
检疫模式改革与移动通信技术结合，研发了这
套综合化的智慧查验系统，实现了“互联网+
检验检疫”。

远程查验，高效便捷

“小王，请将画面移到集装箱右下角，查
验废纸中是否携带有害生物，集装箱角落往往
是有害生物的藏身之处。”9月11日，在东营
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办公室，场站检验检疫科负
责人刘俊强正在使用智慧查验系统对华泰场站
进口废纸进行远程查验指挥。

使用智慧查验系统实现了由两名检验人员
共同查验的执法模式变为“前台查验+后台监
督”模式。1个后台检验人员可以同时监督指
挥多个查验现场，每一个现场只需一名检验人
员带领协检员即可完成相关工作，缓解了一线
执法人员不足的矛盾，有效发挥了协检员的作
用。记者了解到，目前东营市有3家直通监管
场站，而东营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场站科正式检
验人员只有4名，查验工作必须双人上岗，人
手短缺的矛盾日益凸显。搞模式改革，让有限
人手发挥出更大能量势在必行。

以华泰场站为例，华泰场站是全省首家直
通场站，距离东营局本部有超过1小时的单程
车程。每年春节到“五一”是该企业废纸进口
的旺季，但以前业务系统受办公地点和终端的
限制，无法延伸到一线现场，执法人员现场查
验完成后返回办公室才能办理放行手续，严重

影响了通关效率。智慧查验系统实现了远程视
频查验、移动终端放行，工作人员在路上就可
借助平板面脑与现场协检员配合完成查验工
作，无形中相当于每天增加了至少2小时办公
时间。

同时，东营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本部也可以
第一时间了解掌握现场的应急情况，即时指挥
处理。当检验检疫人员现场发现危险废物可疑
物、有害生物无法确定等疑难问题时，也可通
过“专家库”寻求后台技术支持，与包括省局
技术中心实验室人员在内的全省进口废物原料
专家进行交流，将现场的图像实时传输，实现
远程会诊。

全过程记录，通关“零”等待

通过使用执法记录仪、固定式摄像头、移
动终端APP等，系统对全部工作过程进行了记
录留存。执法记录仪主要对查验全过程进行录
像，记录查验人员的行为和语言，货物的大致
情况，实现执法全过程留痕。智慧查验系统主
要对关键控制点，如箱门货物、掏箱过程等进
行拍照和录像并即时传输到操作后台，GPS时
时定位检验人员的操作时间和地点。固定式摄
像头主要录制3个月内货物的堆存、粗略记录
查验情况。三种记录方式从不同角度实现了全

方位、立体化的执法全过程记录。同时，系统
能够按照时间段随机将查验任务派发到工作人
员，检验人员、复核人员与检验任务一一对
应，真正实现了“双随机”查验，进一步规范
了执法人员的行为。

直通场站现场检验过程分为封识核对、开
箱查验和掏箱检验等三个主要部分。在现场，
检验人员为我们演示了该系统的操作，首先登
录手机上的APP，系统会随机为检验人员分配
需要检验的集装箱。现场检验人员只需要按照
流程查验、输入必要的数据，对关键环节拍照
录像即可，后台审核人员同步对所有的检验环
节以及拍摄的照片进行审核放行，真正实现了
即拍即传、即验即放，实现了通关“零”等
待。

全程无纸化，节约人力物力

就在给我们演示的过程中，检验人员已经
审核放行了7个集装箱，而这个过程仅用了不
到4分钟时间，相对于过去而言，平均每批货
物减少等待放行时间1小时以上，而且在这过
程中，每单货物都会形成一份完整的电子版原
始记录。“这仅仅是淡季一个月的记录单，而
我现在终于不用再一张张的找单子记录输入系
统然后再放行了，效率和以前相比提高太多

了。”刘俊强指着桌上近半米高的记录单说。
“现在检验数据、照片归档整理实现了自动
化、智能化，无形之中为企业节约了大量成
本。”

“自从有了这个系统，通关效率大幅提高，
周末和雨雪等天气也不会影响集装箱的放行，
这大大提高了集装箱的周转速度，也降低了由
于超期而带来的一系列费用，对于我们企业来
说就是莫大的福音。”华泰通关经营公司经理
付军良告诉记者，“以前企业每年都会有超过
200万元的滞港费、箱使费等费用产生，该系
统上线后，随着查验效率的提高，该费用几乎
可以全部节省。”

“智慧查验系统的开发应用实现了人员作
用的有效发挥，缓解了执法人员不足的矛盾，
工作规范化水平和通关效率都有了极大地提
升。”东营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李本和介
绍，“下一步我们将在总结改进的基础上，进
一步按照‘让数据多跑路、让企业少跑腿、让
人员少费力、让风险更可控’的工作理念，构
建好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来货即验、验毕即
放’的‘零’等待智慧快速验放查验新模式，
努力以最少的人员，更规范的工作，打造好
‘速度最快、费用最低、服务最好’的‘三
最’口岸，让更多企业享受到‘互联网+检验
检疫的红利’。”

□李明 高杜康 报道
本报广饶讯 为弘扬民族文化，普及戏曲知

识，活跃群众文化生活，第十届山东国际大众艺
术节“第三届吕剧戏迷票友大赛”于2017年9月
10日—9月13日在广饶县举行。

本届大赛由山东国际大众艺术节组委会、山
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山东省戏剧家协
会、广饶县人民政府承办。来自济南、淄博、日
照、烟台、东营等地的137名选手参加初选，经
过专家评委的重重选拔，共有60名选手在比赛中
脱颖而出。

大赛分成人组及少儿组别的比赛，最终评选
出各组别“十佳票友奖”、“十佳蓓蕾奖”和
“优秀票友奖”。其间，组委会组织吕剧演唱名
家进行“吕剧名家下基层”活动，赴农村为吕剧
爱好者进行唱腔和形体的指导；9月12日，大赛
组委会为获奖选手举办颁奖晚会，为获奖选手颁
发证书，同时结合选手参赛和获奖情况对组织发
动工作好的市、县（区）授予“优秀组织奖”。

作为中国吕剧之乡，广饶县秉承“为全省吕
剧票友搭建学习交流平台，进一步促进吕剧艺术
繁荣发展”的原则，先后承办了2012年山东省首
届吕剧艺术节、2013年山东省首届吕剧戏迷票友
大赛、2014年山东省第二届吕剧艺术节、2015年
山东省第二届吕剧戏迷票友大赛、2016年山东省
第三届吕剧艺术节。艺术节专业选手比赛和票友
大赛每隔一年交替进行举办的方式同时兼顾了专
业选手和广大吕剧票友的参赛需求，避免了每年
参赛的“车轮战”疲劳参赛战术，均给予两类选
手两年的艺术积累沉淀时间，作为一种创新性比
赛模式，更加有利于我省吕剧人才的选拔，促进
了我省吕剧事业的繁荣发展。

□李明 宋昌媛 报道
本报广饶讯 “灶台煤气罐管线都老化了，

万一发生泄漏，很容易发生事故，工作人员和顾
客的安全怎么保障？限你们就这些问题马上进行
整改。”这是9月5日广饶县广饶街道安监办工作
人员检查周边饭店安全情况时的一幕。

当前，为保障辖区生产生活秩序，广饶街道
专门召开安全生产专题工作会议，对辖区各项安
全生产工作进行了周密部署。该街道安监办联合
工商所、供电所、派出所等部门组成安全环保生
产联合检查小组，在全街道集中开展了安全环保
生产大检查活动。街道安监办从“主体责任再落
实”、“履职责任再部署”、“网格化覆盖再梳
理”、“安全隐患再排查”四方面对安全生产工
作进行全方位检查，“把好脉、找准根、用好
药”，彻底根除辖区安全生产隐患，确保辖区安
全生产形势稳定。

牢牢把握“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
责”原则，广饶街道坚持“每家必进，全面严
查”的工作思路，由领导班子成员亲自带队对辖
区内危化品经营储存企业、涉氨制冷企业及夏季
易燃易爆高危行业进行重点检查，并对南工业园
区内企业和个体经营户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应
急管理制度以及消防安全措施等进行认真仔细的
查看，并重点对用电安全和消防措施等安全问题
落实情况进行全方位大检查，对制度不全、工作
落实不到位的企业或个体经营户立即下发整改通
知书，限期整改。同时，通过出动宣传车、发放
宣传材料、悬挂标语、举办讲座等形式，在全街
道形成重视安全生产的热潮。

记者了解到,自2016年以来,广饶街道还强化
了安全生产监督网络建设工作,将监管网络触角
延伸到辖区各个领域。专门设立安全生产办公
室,在每个村(居)选聘1名安全生产监督协管员,形
成了“街道—部门—村(居)企业”三级横到边、
纵到底、全覆盖、无缝隙的安全监管网络,拓展
了街道安全生产的监管视野。同时,对协管员就
安全法规常识、隐患排查方法等进行培训,全街
道122名安全协管员全部持证上岗。另外,要求各
村(居)协管员就隐患排查情况实行一周一上报、
一月一总结,并将隐患整改情况计入协管员年底
绩效考核。

截至目前，街道共对辖区642家企业进行了
安全监管，排查安全隐患183项，限令整改130余
处，达到了安全环保监管范围“全覆盖”。

聚焦问题整改 优化发展环境

网格化监管确保环保全覆盖

万千民生实事尽收“网”中

全程无纸化 过程全记录 通关“零”等待

首家智慧查验系统东营上线

□孝杰 美萍 李明 报道
本报东营讯 9月11日，记者从东营出入

境检验检疫局获悉，今年1-8月份，东营地区
出口苯胺264批，货值1061 . 5万美元，同比分别
增长196 . 6%和423 . 4%。苯胺主要用于制造染
料、药物、树脂以及用作橡胶硫化促进剂等，
也可作为黑色染料使用，是最重要的基础化工
品之一。

东营是我国重要的苯胺生产、出口基地，
多年来，东营地区化工企业凭借良好的品质、
有竞争力的价格逐步站稳了市场。今年以来，
受市场需求强劲，环保要求趋严致市场供应减
少等原因，东营地区苯胺出口实现了量增价涨
的良好局面。

东营地区
出口苯胺大幅增长

□周广学 李明 报道
9月9日上午，一场别开生面的大型古筝演奏会“千人古筝共奏雪莲”在东营清风湖畔雪莲大剧院举行。活动现场，由著名古古

筝演奏家、古筝老师和爱好古筝的孩子们共同组成的演出团队，为现场观众演奏了《渔舟唱晚》《云水禅心》等众多经经典曲目。
据了解，该大型古筝演奏会现场吸引了千余人参加，古筝演奏者们在大剧院台阶上一排排整齐划一地席地而坐，倾情弹弹奏。

省第三届吕剧戏迷票友

大赛在广饶举办

642家企业完成

安全环保“大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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