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 报 记 者 姜言明 刘培俊
本报通讯员 赵为民 刘 洋

近日，泰安市城市管理指挥调度中心
接到市民通过“全民城管”APP反映，普
照寺交行宿舍污水流入，小区内道路被污
水覆盖，影响附近居民的正常生活和出
行。

经过数字化城市管理平台坐席人员审
核后立案，并将案件转办至泰安市公用事
业局。泰安市公用事业局立即派人员赶赴
现场查看，调查污水外溢原因，动用挖掘
机等设备。从接到举报到施工，用时不到
半小时。

这一幕只是泰安市全民参与“智能管
城”的一个缩影。为破解城市管理难题，
泰安市加快向“智能化城市管理”转型升
级，把涉及城市管理与市民生活利益密切
相关的环境卫生、市政设施、城市绿化等
各类民生问题，纳入了数字化城市管理指
挥调度平台。

通过科技手段实现

“人民城市人民管”

兰慧是泰安市的一位数字化城管信息
采集员。她每天的职责主要是在辖区内，尤
其是背街小巷内的“盲区”，查找不整、不
洁、占道、乱堆、公共设施损毁等问题。

“一些小问题，能处理的就顺手干了。”
兰慧说。今年以来，泰安市城市管理指挥调
度中心共发现各类城市管理案件47万余
件，其中16万余件由该系统信息采集员自
行处置。

“如果遇到信息采集员无法解决的事
情，就得及时拍照取证，然后再上传、定位
上报指挥中心，通过平台分派到相关部门
来处理解决，减少事件处置环节。”泰安市
城市管理指挥调度中心主任刘延斌介绍。

在泰城，数字化城管信息采集员有100
余名，他们与片区巡查队伍力量分布在泰
城122个单元网格内，负责泰城66条道路、
核心区122公里的城市管理部件和事件巡
查、监督、管理任务。另外，通过与城区27个
城市管理单位建立“专人专办”工作机制，
做到了对城区内城市管理问题的高位监督
和高效处置，使许多影响市容市貌的“脏乱

差”等问题得到解决。
数字化城管信息采集员大大提高了泰

城公共服务水平，“全民城管”APP则使更
多的市民参与到城市管理，真正实现“人民
城市人民管”。

泰安市城市管理指挥调度中心自2015
年运行以来，以打造“数字城管+”服务品
牌为主线，建立城管系统24小时应急处置
体系，“全天候、全覆盖”受理群众反映的问
题。自今年以来，中心已受理转办便民服务
案件8680余件，案件办结率100%，市民满意
率97%以上。

“运用科技的手段给城市‘找茬’，实现
了对城市管理工作的数字化监管、实时监
管。”泰安市城市管理局局长宋宪春说。

28个系统保证

所发现问题件件有落实

在泰安，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对发现
的城市问题并非一“转”了之。

为了保证所发现的城市问题件件有落
实，泰安充分发挥绩效评价实际作用，对城
市管理问题处置情况进行全程动态监督。
根据日常监管情况，与责任单位和相关责
任人的当年评先树优和文明单位挂钩，并

作为干部使用的重要依据。
为了明确管理责任，细化任务分工，泰

安制定了《城市管理工作突发事件处置流
程》，保障突发性城市管理的高效处置，同
时还对涉及城市管理的领域设有专门的分
类系统。在数字城管9大核心子系统基础
上，泰安建设了大屏幕监督指挥等28个子
系统，建立了信息采集、任务派遣、处理核
查等7套运行程序，确保各类城市管理问题
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从发现到立案转办的
全过程。目前，泰安市城市管理指挥调度中
心日平均信息采集量达到1800多件，核查
1200余件。

“一座城市运行良好，靠的是三分建、
七分管。”泰安市市长李希信说，抓城市管
理，关键是眼中有活，发现问题并能及时解
决问题。可喜的是，泰安依托数字化城市管
理指挥调度平台，实现了全市各城市管理
相关单位、区政府、街道“围成一盘棋”，及
时高效地处理各类城市管理问题。

目前，泰安市数字化城市管理指挥调
度平台立案正确率为95 . 17%，派遣正确率
达99 . 94%，部门处置率达98 . 84%，按时处置
率91 . 71%，各类城市管理问题处置最快不
超过2小时，最长不超过7天，大大提升了城
市管理水平和问题处置效率。

□记者 魏然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根据省委关于巡视工作的统一部署，十一届省委第

二轮巡视安排10个组对省农业厅党组、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菏
泽市定陶区、菏泽市牡丹区、曹县、莒南县、郓城县、阳谷县、莘
县、沂南县开展巡视。截至12月8日，巡视组已全部进驻10个单位
（地区）。

根据安排，巡视组在省农业厅的工作时间，自2017年12月6日至2018
年1月22日。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工作时间，自2017年12月7日至
2018年1月22日，巡视时间为一个半月左右。在定陶区工作的时间，自
2017年12月8日至2018年1月22日。在菏泽市牡丹区的工作时间，自2017年
12月8日至2018年1月19日。在曹县的工作时间，自2017年12月8日至2018
年1月22日。对莒南县开展巡视，从2017年12月8日至2018年1月22日。在郓
城县的工作时间，自2017年12月8日至2018年1月22日。对阳谷县开展巡
视，自2017年12月7日至2018年1月22日。在莘县的工作时间，自2017年12
月7日至2018年1月20日。对沂南县开展巡视，自2017年12月8日至2018年1
月22日。

根据巡视工作条例规定，省委
巡视组主要受理反映党组（县级）
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其他省管（市
管）干部和下一级党组织主要负责
人问题以及与巡视工作有关的来信
来访来电等。对其他与巡视工作无
直接关系的个人诉求、涉法涉诉等
信访问题，将按规定交有关部门处
理。

□ 本 报 记 者 杜辉升 罗从忠
本报通讯员 李维江

近日，五莲县洪凝街道红泥涯村党支
部书记张守英来到两位贫困老人家中。一
辈子单身的厉复来与丈夫残疾的厉保美是
前后院的邻居，都已70岁左右，都是建档
立卡的贫困户。村里实施“互助养老”
后，张守英就让他们俩结成了对子。村里
出资雇用厉保美照顾厉复来的起居生活。
“我既能领到工资又能顾家，复来的生活
也有人照看，有这么两全其美的事多亏了
守英。俺村的这个女书记不一般！”厉保
美笑声爽朗地说。

张守英，这位红泥涯村多年来的头一
个“女当家人”，曾先后荣获日照市“三

八红旗手”“日照巾帼十杰”“日照好
人”等荣誉称号。今年10月，张守英入选
全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这一张张荣誉证
书，是对张守英多年付出的肯定。她带领
着这个有着550多户人口、38户建档立卡
贫困户的市定贫困村摘掉了“穷帽子”。
尤其她率领全村探索实施的“互助养老扶
贫模式”，实现了“贫困不离家、岗位送
上门，养老不离家、服务送上门”，让脱
贫与解困得以同步解决，为日照市甚至全
省啃下脱贫攻坚中的这块“硬骨头”提供
了基层方案。

2016年11月，五莲县爱心人士牟宗莉
响应扶贫号召，来到红泥崖村，计划出资
2400元帮扶郭公正爷俩。郭公正是一名80
多岁老人，与患有智力障碍的儿子相依为
命。因为没有劳动收入来源，家里一贫如
洗，甚至平时爷俩吃饭都成问题。虽然爷
俩得到了牟宗莉的捐助，张守英却顾虑重
重：老人单身年迈，儿子不能自理，单单
给钱真能让这个困难家庭有所改观吗？
“爷俩真正需要的是有个人照顾生活

呀！”张守英灵机一动：单独捐助一户，
不如将善款“拐个弯”。于是，她出面聘
请郭公正的邻居陈淑芳担任护理员，让这
个贫困妇女与他结成对子。就这样，郭公
正家里整洁了，衣服干净了，吃的饭也热
乎了，陈淑芳也在家门口就了业。

在实践过程中，张守英发现，一家一
户去照料贫困老人往往让护理员忙碌不
堪，“户户点火、家家冒烟，既浪费食
材，也耽误时间”。为解决这个问题，她
跟村两委商议后，投资4万多元把150平方
米的村级幸福院改建成互助养老服务站，
统一配备厨具、洗衣机、床铺、电视、棋
牌等各类设施，给护理员和贫困失能老人
提供一个集中工作和落脚的地方。

张守英带领探索实施的以“邻里互
助、居家养老、多元投入、脱贫解困”为
主要内容的互助养老扶贫模式让全县、甚
至整个日照市的村庄都来学习。目前，五
莲县有90村实行了这一模式，共聘请护理
员225人，512名贫困老人受益。

在基层干工作，张守英遇到问题不回

避，善于动脑子、找办法。在全村推选贫
困户之初，首次推选是由全体党员投票，
结果一出来，张守英发现，所谓的“关系
户”占了榜单的大多数，真正贫困的却没
有几个。面对这样的投票结果，张守英毅
然决定向全体村民公布。结果一公布，群
众果然议论纷纷。没几天，街道党委来了
“调研组”，夹着笔和本挨家挨户走了一
遭。很少有人知道，他们是张守英请来的
“救兵”。“调研组”一走，张守英就放
出风去，说是街道党委将根据调研结果和
绝大多数村民的意愿重新投票。面对民
意，全体党员一致同意重新推选贫困户。
第二次投票开始了，投票人换成了村民代
表，候选人及其直系亲属也按照回避原则
不参与投票。新的推选结果公布后，村民
心悦诚服。

多年前，电视剧《当家的女人》曾风
靡一时，主人公菊香带领全村致富的事迹
依然让村民艳羡。在厉复来的小院里，厉
保美竖着拇指说，张守英就是红泥崖村的
“菊香”，“带领着俺们奔上小康！”

□记者 赵小菊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2月5日至12月8日，国家海洋督察组（第二组）向

我省转交了12件涉海举报事项，其中青岛市4件、烟台市3件、威海市
5件。均已转交有关市人民政府处理。

截至目前，国家海洋督察组（第二组）已共向我省转交53件涉海
举报事项，已办结27件，其中青岛市6件、威海市3件、潍坊市2件、
烟台市16件。其他26件正在办理中。

要闻2017年12月10日 星期日 责任编辑 杨鹏 王志浩

总编室传真:(0531)86424205 Email:dbzbs@dzwww.com 3
省委第二轮巡视

进驻全部10个单位（地区）

巡视组电话邮箱扫描二维
码见新锐大众客户端

为“啃硬骨头”提供方案的女支书
张守英探索农村互助养老扶贫，38户贫困户全摘帽

国家海洋督察组

向我省转交12件涉海举报

□卢鹏 杜昱葆
报道

12月8日，沂南
县马牧池乡双泉峪子
村农民在“蒙山妈妈
家纺”缝制传统手工
艺布玩偶，以迎接
“双12”元旦春节等
一系列销售高峰。沂
南县是全省20个脱贫
攻坚重点县之一。该
县依托财政专项扶贫
资金先后建成了128
处“扶贫车间”，利
用当地手工艺制作传
统优势及劳动力优
势，结合旅游、电商
等平台扩大销售，让
贫困群众实现家门口
就业增收。

用科技“找茬”，消灭脏乱差
泰安建设数字化城市管理指挥调度平台，实现“智能管城”

扶贫车间

备战双12

□记者 赵小菊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为在屠宰环节保障肉制

品质量安全，省畜牧兽医局印发通知，明
确畜牧兽医部门对生猪定点屠宰厂（场）
(以下简称厂）实施监督管理，将核查企
业八本台账，生产屠宰过程严把七道关，
同时明确生猪定点屠宰厂落实主体责任内
容，要求其坚守“五个严禁”，落实三个
“四不准”。

据介绍，县级以上畜牧兽医部门对辖
区内的生猪定点屠宰厂将核查八本企业台
账，具体包括生猪进厂验收记录台账、生
猪宰前检验记录台账、待宰生猪“瘦肉
精”检测记录台账、生猪屠宰和宰后检验

记录台账、病害猪及其产品确认和无害化
处理记录台账、生猪产品出厂记录台账、
设施设备检验检测保养记录台账及运输车
辆消毒记录台账。

屠宰过程将严把七道关口，生猪进厂
关，实地察看进厂消毒池是否有消毒药
水、生猪是否耳标齐全；待宰观察关，察
看是否存在场内注水或注入其他物质情
况；屠宰规程执行关，察看车间环境卫生
是否达标，工作人员是否有健康证明等；
同步肉品品质检验关，察看是否进行“三
腺”（甲状腺、肾上腺、病变淋巴结）的
摘除及病变组织的修割；出厂“两章两
证”关，察看肉品品质检验合格验讫印

章、动物检疫合格验讫印章、肉品品质检
验合格证、动物检疫合格证是否齐全；无
害化处理关，对在进厂时检疫、检验发现
的病害生猪及屠宰过程中摘除的腺体、淋
巴结和修割不可食用的部分等，在监管人
员监督下作无害化处理；环境卫生关，检
查厂区环境卫生是否达标。

生猪定点屠宰厂是生猪产品质量安全
的第一责任人，此次我省对其落实主体责
任内容予以明确，其中“五个严禁”是不
可逾越的红线，即严禁出借、转让生猪定
点屠宰证书、标志牌；严禁未经检疫或检
疫不合格、无耳标的生猪进厂；严禁注水
或注入其他物质；严禁收购、屠宰、加工

病害猪、死猪；严禁“两证两章”不全的
生猪产品出厂。

同时，在三个关口明确“四不准”要
求，屠宰关“四不准”即没有官方兽医批
准的准宰通知单的不准宰、瘦肉精等违规
物质检测不合格的不能宰、静养时间不足
的不能宰、喷淋洗浴不干净的不能宰；下线
关“四不准”即头蹄内脏不对应不准入筐

（篮）、不摘除“三腺”的不准下线、不修割和
冲洗不干净的不准下线、不检验检疫的不
准下线；出厂关“四不准”即未经检疫或检
验不合格的不准出厂、瘦肉精等违禁物质
检验不合格的不准出厂、“三腺”修割品不
准出厂、产品去向不明的不准出厂。

我省生猪屠宰监管严把七道关
要求生猪定点屠宰厂坚守“五个严禁”，落实三个“四不准”

□记者 张依盟 报道
本报东营讯 12月8日，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省文化厅

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省文物局原局长谢治秀受贿案，认定被告人谢
治秀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扣
押、冻结在案受贿所得赃款赃物共计折合人民币843 . 266227万元依法
上缴国库；用于掩饰受贿犯罪的字画6幅予以没收。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6年至2016年期间，被告人谢治秀利用担任
山东省文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山东省文物局局长、山东省博物馆
新馆建设领导小组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职务上的便利，先后
多次收受王某等十人给予的现金、美元、金条、家具等财物，安排他
人为其购买和装修房屋、结算书画费用等，共计折合人民币
843 . 266227万元，并为上述人员在工程承揽、施工、工程款拨付、承
包经营等方面谋取利益。

受贿折合人民币843万余元

省文物局原局长谢治秀

受贿案一审获刑十一年

□记者 杨润勤 通讯员 赵洪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从12月5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我省在医疗器械专项整治2017行动中，警告、责令整改生产企
业2770家，责令停产停业13家，罚没款808万元。严厉打击了违法违规
行为，规范了医疗器械市场秩序。

今年以来，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社会反映仍然较为集中的注
射用透明质酸钠、定制式义齿、隐形眼镜、避孕套4类产品，在全省
范围内开展了整治行动，共检查医疗器械生产企业152家，经营企业
13550家，使用单位8675家。其中警告、责令整改2770家，责令停产停
业13家，罚没款808万元。抽验相关产品151批次，完成检验146批次，
其中不合格6批次，不合格率4 . 1%。

□记者 刘一颖 报道
本报济南12月9日讯 今天上午，由

省委宣传部、省委高校工委、团省委主
办，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山东省演讲学会
承办的全省大学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主题演讲比赛决赛在济南举行。

今天是“一二·九”运动82周年纪念
日，参赛选手结合自身学习党的十九大精
神的认识体会有感而发，或慷慨激昂，或
厚重平实，精彩的演讲将现场气氛一次次
推向高潮。选手们精神饱满，仪态大方，
激扬文字，抒发胸怀，充分表达了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的时代担
当，展示了山东大学生投身经济文化强省
建设的坚定决心和昂扬向上的良好精神风
貌。

比赛于11月上旬启动，分为初赛、复
赛、决赛三阶段进行，共有来自107所高
校万余名学生参加初赛，选拔推荐演讲作
品200余件，共有20名选手进入决赛。最
终，评选出一等奖3名、二等奖7名、三等
奖10名，优秀奖40名，优秀组织奖20名。

全省大学生学习宣传

贯彻十九大精神

演讲比赛举行

■权威发布

我省医疗器械专项整治行动

警告责令整改企业2770家

（上接第一版）邹城市现代服务业产业招商办公室负责人、孟子湖新
区管委会副主任王宪久告诉记者：“比如，呼叫中心需要的双回路
电、一个坐席该怎么收费、政府该怎么奖励，许多条款都非常细，这
样在工作中与对方沟通时没有障碍，也能够有的放矢。现在猪八戒
网、蚂蚁金服、万声通讯都已经签约，并正相继进驻。”

“公司为客户提供发包式服务，对风控级别和硬件保障要求高，
需要配备双回路用电和UPS保护，同时需要招聘大量本地员工，并为
员工提供食宿和公交线路，这些问题产业办很快帮着解决了。”国内
排前5名的BPO（商务流程外包）领军企业、万声通讯实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陈鑫说，从项目考察到签署协议，用时100天，而第138
天，万声（邹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就完成了注册，第145天，万声
（邹城）呼叫中心首批200坐席投入试运营。“正是现代服务业产业
招商办公室的专业和高效，抓住了我们的心。”

“十九大报告提出，增强狠抓落实本领，坚持说实话、谋实事、出实
招、求实效。”邹城市委书记柳景武介绍，“让招商引资更加精准化、专业
化，让签约项目留得住、推得动、落得实，是成立十大产业办公室的应有
之义。”邹城还建立了权力、责任、服务三个清单，再造项目审批流程，发
挥督查考核“指挥棒”作用，实行“每月调度、每季排名、年终考核”工作
机制，一线调度项目推进，一线查验工作成果。

良好的“产业办”机制让邹城吸引了总投资50亿元的中国再生资
源循环经济产业园产业项目、总投资10亿元的国泰（山东）智慧服装
项目等124个产业项目，并快速落户，今年新开工亿元以上产业项目
就有36个，助推了新旧动能转换。

□记者 常青 通讯员 翟羽佳 薛钢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2月8日上午，俄罗斯艾菲航空公司济南=莫斯科航

线在济南国际机场正式通航，首班经济舱全满（260人）。这是济南
国际机场首条直飞俄罗斯的正班航线。济南=莫斯科航线每周五执
飞，每周1班。2018年3月27日起，该航线将加密到每周两班。单程飞
行时间约8至9个小时。

“济南=莫斯科”正班航线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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