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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申红 张鹏程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2月3日，济南“直面问题

践行承诺”第二季直播电视问政节目《作风监
督面对面》开启，问政关注了全市的棚改旧改
工作。记者了解到，据摸查，济南市还有31处
大概涉及2100多户的零散棚户区，根据计划，
将于3年内全部改造完成。

据济南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市城市
更新局)局长徐春华介绍，一年来，济南累计
拆除1800万平方米，6万余户居民告别了阴暗潮
湿的棚户区。并编制了棚改旧改三年规划，计
划每年拆迁1100万平方米，建设安置房6万套。

据了解，随着棚改旧改工作的不断深入，
济南市的棚户区正在逐年减少，然而还有不少
老旧危房存在。

据悉，在泉城路北侧的东箭道街上，在皇

亭体育馆和华能大厦之间，住着50多户居民，
大多是老人和低收入人群。居民们说，东箭道
街曾经规划给皇亭体育馆建设停车场，但是由
于种种原因一直也没有进入拆迁程序。后来，
华能想要这块地建立体车库，因为居民意见不
统一而搁置。就这样，一晃30多年过去了，周
边的明湖片区居民都住上了楼房，可东箭道街
拆迁却一直不见动静。

与东箭道街类似的零散棚户区，还有市中
区的信义庄西街15号到49号的平房。这些平房
夹在两座居民楼之间，一条狭长的小道就是这
一带居民进出的唯一路径。居民们盼望着早点
拆迁，能像别人一样住上敞亮、干燥、温暖的
楼房。

四周都改造了，而零星的棚户区还留着，
由于房子破旧，缺少基本的公共服务设施，里

面的市民生活十分艰苦，究竟怎么办？
对此，徐春华给出回应：“2017年上半

年，我们启动了零散棚户区全市摸底调查，摸
查总共31地块，大概涉及2100多户零散棚户
区。”徐春华表示，由于历史原因，这些地块
单独改造开发难以平衡，需要大量的资金投
入，为此，市委、市政府非常重视，也多次研
究，目前确定了由区政府作为责任主体，今年
已经开始启动了意愿调查。

“这些零散棚户区都处于繁华的城市中
心，很多居民有拆迁的意愿，但是又不愿意异
地搬迁，做通大家的工作也确实不是很容
易。”徐春华表示，济南现在已经编制出零散
棚户区改造计划，将利用3年的时间全部改造
完济南市的零散棚户区。

据悉，问政涉及的两处零散棚户区分属于

历下区和市中区。历下区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东箭道街地块总占地3 . 5亩，总户是55户，
总建筑面积1240平方米，目前已经对这55户的
民意进行了调查，“绝大部分同意拆迁，现在
有54户同意拆迁，只有一户要求回迁，房屋征
收工作还不能启动。”该负责人表示，经过政
府研究，正在进行冻结手续。有希望年前冻结
完毕开始实施，预计2018年上半年东箭道街这
片棚户区可以完成拆迁。

市中区住建局相关负责人则介绍了信义庄
西街的情况。据了解，今年市中区启动了9片
零散棚户区改造工作，在11月下旬已经进行了
冻结，冻结公告已经张贴，下一步将抓紧时间
推进，现在正在选评估机构，预计相关工作半
年之内可以完成。

31处剩余零散棚户区3年内改造完成

□记 者 田可新
通讯员 刘再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济南三职专对外发布，
该校不断探索有温度的学校管理，不断加强内涵
建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升学人数、创业人
数、师生在国家省市级大赛中的获奖人数在较高
的层面上持续增加，学校在获得“全国中等职业学
校德育工作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的基础上，2017
年以来又荣获山东省规范化学校、山东省优质特
色校、山东省精神文明单位等荣誉称号，学校在创
建有尊严的职教品牌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步伐。

良好的党风校风是发展之基。该校自觉坚持
校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制度、党员学习制度和干
部例会学习制度，将党的最新指导思想、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廉洁勤政教育、政治纪律和
工作纪律教育等作为主要学习内容；坚持党风廉
政建设责任制，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扎实开展月月有主题的廉政教育活动。

济南三职专全力创建

有尊严的职教品牌

□记者 饶翔宇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2月1日，记者从槐荫区获

悉，自7月22日张刘片区改造项目启动以来，当
地部门坚持“不与民争利、阳光征收、用群众工
作方法”的三项原则，刘庄村用短短20天的时间
就达到100%签约，地上物拆除工作随即展开，
B3、BY地块共计30 . 42亩土地已于9月份全部移
交，目前剩余的B1、B2、B4地块共计126 . 45亩土
地及地上物拆除清运工作也全面结束并移交给市
城建集团工程部。

据了解，槐荫区张刘片区位于西部新城建设
的核心地段，占地约2200亩，涉及村民2000户
8700余人。改造完成后，该地块将规划建设村民
安置房和配套幼儿园，总建筑面积约28 . 36万平
方米(其中，配套幼儿园建筑面积约0 . 76万平方
米)，规划建设10栋住宅，可以安置村民1572户。

据悉，建成后的张刘片区将成为轨道交通便
捷通达、商业项目环绕四周、文化设施近在咫
尺、教育资源优质丰富、自然环境优美宜居的西
部新城核心区域。

槐荫区张刘片区项目

三大地块成功移交

□记者 张鹏程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2月1日，南部山区5个镇街一

大早同时对违建进行拆除，当天拆除违建共计70
处，面积总共超过4万平方米。

据了解，12月1日一早，西营镇出动50余
人，联合公安、执法、交警、国土、卫生院等部
门，对辖区内的5处违建实施助拆，拆除总面积
约4520平方米。西营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此
次拆违涉及违建业主切身利益，前期通过多次、
反复进行思想工作，最终实现了和谐自拆。仲宫
街道拆违也在有序进行，街道联合执法、供电、
卫生、消防等部门，组成近200人的队伍，对辖
区内7处违建进行自拆督导及助拆，包括三处钢
结构大棚、两家农家乐和两处砖混结构房屋，总
建筑面积达8800平方米。此外，柳埠街道于科岭
违建业户共计38户，拆除面积为2万余平方米，
前期通过街道执法办等相关部门多次给业主做工
作，基本实现了和谐拆迁。12月1日，柳埠采用
自拆和助拆等形式，动用大型设备，出动助拆人
员100余人，进行集中拆除并开展清理工作，力
争尽快恢复山体、土地原貌，建绿透绿恢复青山
绿水。

据了解，自南部山区管委会成立以来，各镇
街已拆除各类违建2080处65万平方米。

南部山区一天拆除

4万多平方米违建

□记 者 晁明春
通讯员 贾 颖 孙长明 报道

本报平阴讯 锦水街道龙桥村有一片约
200亩的河滩荒地，以前被部分村民无序占有，
且不交纳承包费，群众意见很大。对此，在一次
村党支部会议上，支部成员一致决定尽快解决
这一问题，随后村“两委”干部达成了共识。经
过向党员大会提交、审议，最终在村民（代
表）大会上获得一致通过，在街道司法所、经管
站等部门的指导下，该村历时一个月终于收回
了这块地，村集体对外承包后增收近45万元。

龙桥村的“荒地事件”是平阴县探索构建
“146”村级治理体系过程中的一个成功案
例。所谓“146”村级治理体系，概括起来就
是一张村级权力清单、四议决策程序、六个办
事平台，也可以简称为“一单四议六平台”。
主要目的就是规范村干部履职行为，保障基层
组织运行，深化农村协商民主。

“一张村级权力清单”，即由该县县委组

织部牵头，整合20多个部门资源，从林林总总
的涉农文件中梳理、归纳出了村级招投标管
理、集体资产资源处置、财务收支审批、印章
管理、发展党员等12项集体管理事项，以及计
划生育办证、户籍管理、居民养老保险申报、
殡葬管理等8项便民服务事项，编制形成“村
级权力清单”20条，明确了村级组织和干部权
力范围。同时按照于法有据、于事简便的原
则，进一步规范每项村级权力事项的名称、具
体实施的责任主体、权力运行的操作流程、运
行过程的公开公示、违反规定的追责办法，并
将依照法律法规无需村级组织审批同意或不宜
委托办理，但目前村级组织还在办理的事项，
予以取消。

“四议决策程序”规范决策流程，即所有
村级重大事项都要经过村党支部提议、“两
委”商议、党员审议和村民（代表）决议的
“四步曲”进行决策。具体来讲。就是由党组
织根据年度工作计划和本村实际工作需要提出

议案；村“两委”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召开村“两委”联席会议充分讨论，提出具体
建议方案；党组织召开党员大会，就村“两
委”联席会议形成的建议方案进行酝酿讨论，
修改完善后形成初步方案；最后由村委会召集
村民(代表)会议，表决经党员大会通过的初步
方案，形成决议。村级重大事项决策前，村
“两委”要向镇党委、政府报告，决策中接受
镇党委、政府的监督指导，镇派员参加村民
(代表)会议，决策后向镇备案。

而“六个办事平台”则实现了对农村权力
运行的全覆盖、无缝隙监管。其中，各镇(街
道)设立的项目竞标中心实现了电子监控全覆
盖，打造了公平、公正、公开的评标环境；合
同监管中心则将农村各类经济合同全部纳入依
法管理和监督的轨道，避免因合同签订不规
范，存在法律漏洞引发不稳定事件；在矛盾调
处中心建立了人民调解电子专家库，为基层群
众提供“定制式”调解服务；“三资”委托代

理中心则负责对农村集体资产、资金、资源的
管理，代管村级财务，实行会计核算；产权交
易服务中心主要为农村各类产权提供交易场
所，组织农村产权交易，履行交易鉴证，开展
信息发布、政策咨询、价格指导、资产评估、
抵押融资等农村产权交易服务；而在为民服务
中心，则设有便民服务、党员服务、残疾人服
务、民政服务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五个
窗口，随时接待群众来信来访。

目前，平阴全县8个镇(街道)村级事务运行
平台建设全覆盖，359个村居(社区)合同监管、
项目竞标全覆盖，实现了村级“小微权力”在
阳光下运行，切实把村级权力关进制度的笼
子，实现了程序化、规范化、现代化，有力地
维护了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特别是明确规范了
村干部施政行为。自“146”村级治理体系建
立以来，该县查办的村“两委”干部违纪案件
呈逐年下降趋势，有力地促进了农村基层党风
廉政建设。

让“小微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平阴县构建“146”村级治理体系

□记 者 田可新
通讯员 谢爱平 李晨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济南市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合
同履约率为100%的企业占95%，远高于社会平
均合同履约率，合同纠纷解决率达100%。记者
在11月20日举办的“2017儒家思想与企业诚信
论坛”上了解到，守合同重信用企业的社会认
可度不断增长，在招投标、授信贷款、参与政
府建设项目，以及部分地区招商引资中受到青
睐，成为企业发展的一块金字招牌。

据了解，此次“2017儒家思想与企业诚信
论坛”由济南市工商局主办，以“守合同，重
信用，同发展，共进步”为主题，旨在加强守
合同重信用企业间交流，弘扬儒家文化思想，
激活厚道儒商、诚信鲁商的传统文化积淀，指
导市场主体信用体系建设，全市近400家守合
同重信用企业主要负责人参加了此次论坛。

据市工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5年来，
该市先后获得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公示资格的企
业有2100余家，行业分布涉及建筑工程、房地

产、文化、科技、医药、餐饮、中介、商超等
行业，主要集中在建筑工程，占守合同重信用
企业的40%。在建筑工程等招投标频繁、竞争
激烈的商业领域，公示企业凭借“守重”这块
金字招牌获得加分，甚至有些招投标只允许守
合同重信用企业参加。参加论坛的一家建筑公
司负责人说，“为了提高合同管理和履约能
力，我们专门设置了合同管理岗位，每件合同
从起草到签字再到履行完毕的全过程都有相应
的证据，这样也为企业消除了法律隐患”。

据了解，守合同重信用企业由“认定制”
改为“公示制”，由“政府单一管理”向“社
会共治”发展变革。工商部门建立了守合同重
信用企业信用标准测评系统，根据企业在经营
管理、合同管理、合同履行、经济效益、社会
责任和社会荣誉等方面的诚信经营情况进行量
化赋分，再结合济南市事中事后监管平台一键
搜索申报企业有无违法违规记录，以保证守合
同重信用企业申报公示的公开透明，为企业节
省时间精力。

守合同重信用成企业金字招牌

□记者 田可新 报道
11月29日，济南卓雅大风车幼儿园的部分幼儿代表及党团员教师来到济阳县姜集小学幼儿

园，与该幼儿园的师生开展“办有温度的教育，共享快乐童年”主题活动，与小朋友们一同上
课，共享图书，收获了一份珍贵的情谊。活动中，卓雅大风车幼儿园的师生代表还为姜集小学幼
儿园的师生表演了歌曲、打击乐、舞蹈，精彩的节目使现场欢声笑语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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