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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赵小菊 报道
本报济南9月7日讯 今天上午，济南商标审查协作中心正式挂牌

运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党组成员，国家知识产权局党组书记、副局
长刘俊臣，副省长任爱荣为中心揭牌。

济南商标审查协作中心成立后，将极大提高商标审查效率，加快形
成服务山东、辐射华东、华北地区的商标注册、保护和运用工作体系。

□记者 魏 然 报道
本报济南9月7日讯 省政协今天召开专题协商会，就“建立污染

防控长效机制，加快生态山东美丽山东建设”协商交流。省政协副主
席兼秘书长王艺华出席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刘均刚主持会议。

会上，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了前期调研情
况。部分委员、专家和群众代表作了发言，与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进
行了互动交流。

王艺华说，建立污染防控长效机制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所
在。做好这项工作，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不断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落到实处。要将建立长效机制与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有机结合，抓源
头、强保障、聚合力、谋长远，加强制度约束、法治规范、科技支撑
和道德引领，让“不敢污染”变为“不能污染”“不想污染”。

□记者 滕敦斋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为进一步压实第一责任

人责任，在临沭县近日召开的全县扫黑除
恶推进会上，9个镇街党委书记、128家县
直单位主要负责人签订了承诺书，向县
委、县政府及全县人民作出郑重承诺，切
实担负起扫黑除恶的重要责任。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特别是
中央督导组进驻山东后，我省各级各有关
部门把扫黑除恶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精心组织，强力推进，逐级压实责任，努
力形成各级联动、齐抓共管、全民动员共
同扫黑除恶的良好工作格局。

9月3日，烟台市委书记张术平分别约
谈市委政法委、市公安局和各县（市、
区）委主要负责同志，对他们的自我评估
逐一点评。他提出，要从政治和大局的高

度，充分认识和把握开展扫黑除恶的重大
意义，将其作为提升综合治理水平、提高
群众安全感满意度、夯实基层基础的重要
机遇，以更强的政治担当履职尽责，以更
强的民本思维赢得人心，以更强的斗争精
神推进扫黑除恶各项工作，勇于担当、敢
于作为，坚决打好打赢这场攻坚战。

“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保持主动进
攻态势，持续加大打击力度，搞好线索摸
排，拓宽线索收集渠道，狠抓线索核查办
理，对重要线索一查到底。要坚持精准打
击，紧盯中央明确的打击重点，有黑扫黑、
无黑除恶、无恶治乱，增强专项斗争的针对
性和实效性。”9月4日，日照市委书记齐家
滨在看望扫黑除恶一线公安干警时说，公
安机关要始终牢记维护稳定首要职责，当
好主力军、先锋队，坚决清除黑恶势力这一

社会毒瘤，坚决清除一切影响稳定的行为。
莱芜市委书记、市长梅建华在集体约

谈市公安局长、各区委书记时要求，要以
政治的高度深化认识，以人民的立场谋划
工作，进一步发动和依靠群众，凝聚强大
的群众力量，打一场扫黑除恶的人民战
争。“斗争过程要由群众参与，成效要由
群众评价，成果要由群众共享。要创新宣
传方式方法，建立有奖举报制度，解决好
扫黑除恶氛围不浓的问题。”

“主要领导要亲自抓，分管领导靠上
抓，及时研究解决遇到的问题，确保专项
斗争有重点、有步骤，有力推进，取得实
效。”枣庄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爱杰
到基层督导扫黑除恶工作时提出，要强化
政治意识、责任意识、担当意识，真正把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放在心上、抓在手上，

落实到行动上。
省委组织部、省农业厅、省民政厅等

部门也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要求，勇于担
当、压实责任，结合本部门本系统工作职
能，积极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省纪委表
示，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认真履职担
当，切实把强化扫黑除恶监督执纪监察工
作摆在突出位置、作为重点来抓，深挖涉黑
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坚持做到同步
立案，同步调查，纪法衔接、协调推进，
选择典型问题公开通报曝光，持续形成震
慑。省旅发委、省民政厅表示，把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纳入重要议事日程，认真排查
涉黑涉恶线索并及时移交，推动扫黑除恶
深入开展。省财政厅表示，进一步凝聚资
金合力，着眼长远建立持续投入机制，为
打赢扫黑除恶攻坚战提供资金支持。

青州、临朐等受灾县市不等不靠主动作为———

齐心协力重建美丽家园
□ 本报记者 都镇强 杨国胜

有着依山傍水的天然优势，青州市
庙子镇圣峪口村近几年走上了发展乡村
旅游的路子。然而，圣峪口村此次受灾
较为严重，正在改造的景区工程也受到
了影响。“村里已经开始修复被冲毁的
道路，俺们全村人齐上阵，村里现在几
乎没有闲人，争取在农历九月九之前完
工。欢迎游客们到时来俺们村爬山赏红
叶，灾后的圣峪口村将会变得更美
丽。”圣峪口村党支部书记郭德军说。

灾情发生后，青州市迅速行动，干
部群众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全力抗灾
救灾，目前已经转入灾后重建环节。9
月5日，青州市与潍坊市农村信用合作
社联合社签订了灾后重建金融服务合作
协议。根据协议，潍坊市农村信用合作
社联合社将提供20亿元专项信贷资金支
持青州市灾后重建工作，打造便捷、快
速、专项的抗灾救灾信贷服务模式，针
对不同的受灾群体，分类施策，精准帮
扶。

在青州、临朐等受灾严重县市，干
部群众不等不靠、勠力同心、主动作
为，灾后重建工作正加速推进中。

灾难面前，临朐县许多党员群众站
出来，为灾后重建、恢复家园贡献着自
己的力量。临朐县五井镇宋家台村全员
投入灾后重建，争取以最快的时间做好
各项善后工作。村委会成员宋乐义告诉
记者：“我们连夜抢修了一条出入村里
的道路，现在正在紧急抢修四米宽的通
车道，争取在秋收之前完成，不影响村
民秋收。”

临朐县五井镇石峪村的党员群众齐
心协力，仅用了两天时间就把村里的主
干道垫平，顺利实现通车条件。62岁的
村民王学茂就是其中一员，连续两天从
早六点忙活到晚八点，一声累都没喊
过。“灾情之后，第一件事就是修路。
听说人手不够，大型机械设备短缺，包
括王学茂在内的党员群众纷纷自发参与
道路建设。大家伙在党支部带领下，齐
心把家园重建好。”石峪村党支部书记
王传家说。

记者从临朐县获悉，该县积极配合
省援建工作队开展工作，截至9月6日，
共完成了洋河西桥、徐家河北桥、敢家
沟桥、石崖嘴桥等20座桥梁的勘测，完

成了柳城路6 . 8公里设计。柳山镇所有
勘测工作全部结束。冶源镇路桥外业测
量全部完成。完成五寺路、柳泉路、仲
临路—马庄等道路勘测工作。

昌乐县宝都街道在这次灾情中受灾
严重。这几天，在宝都街道农业综合服
务中心，几乎见不到主任刘学五的身
影。原来，自灾情发生后，刘学五不断
到各受灾村大棚、露天农田等现场指导
群众恢复生产。9月7日，刘学五又赶到
宝都街道北郭村村民郭梅生的大棚中查
看南瓜长势，并根据土壤墒情和作物特
性提出了针对性建议，让因大棚进水而
担心农时和产量的郭梅生吃下了“定心
丸”。

“对于具备抢种补种条件的大棚，
村民可以种植菊瓜、西葫芦等生长期
短、收益快的作物。在种植过程中要特

别注意病虫害的防治，尤其是做好深耕
松土、土壤杀菌等措施，同时施加生物
菌肥，用以改善土壤环境、恢复地
力。”刘学五说，街道在保证种苗等各
类农资供应的同时，还组织农技人员到
田间地头提供技术指导服务，帮助片区
群众做好种植管理工作，提高定植后作
物的成活率。

9月6日，在安丘市汶河平原大桥钢
便桥项目施工现场，重型机械车辆来回
穿梭，履带吊车正在紧张作业，吊装桥
面板，焊工正在制作焊接件，现场一派
热火朝天场面。“为保证如期完工，我
们实行24小时两班倒的工作机制，人歇
机械不停工，早晚两个例会调度工程进
度。目前，已经完成项目进度70%左
右，7天保证能完成施工，确保大桥通
行。”山东高速集团项目经理陈雷说。

安丘市灾情发生后，由山东高速集
团等组成的省援建工作组进驻安丘，帮
扶重建。据陈雷介绍，由于任务重、工
期紧、要求高，山东高速集团从青岛、
枣庄、潍坊等就近工地调来物资，并配
备专业化施工队伍，以优先保证大桥施
工。刚来的时候，没有水、没有电，村
民们听说是来修路的，拿着水壶来送
水，让他们深受感动。

当前，安丘市已把工作重心转移到
灾后重建上来。近日，安丘市委再次发
出通知，号召进一步发挥各级党组织和
广大党员干部作用，扎实做好抗灾救灾
和灾后重建工作。该市党员干部冲锋在
前、奋战一线，在恢复生产和灾后重建
工作中发挥带头作用，组织引导群众积
极开展生产自救，成为灾区群众的主心
骨、灾后重建的中流砥柱。

□记者 魏 然 报道
本报济南9月7日讯 近年来，全省各级

党委（党组）和纪委（纪检组）把强化问责
作为管党治党的利器，坚持失责必问、问责
必严，以强力问责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责任落
实。为进一步强化教育警示作用，督促各级
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履职尽责，近日，省
纪委通报5起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
监督责任不力受到问责典型问题。

枣庄市农业局原党委书记、局长王志翔
因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等问题受
到问责。2016年1月至2018年3月，枣庄市农
业局原党委副书记冯宜勇、局办公室主任田
海洋、市监测中心主任刘兵林等4人发生违
纪问题；2016年7月至2017年底，经王志翔安
排，该局违规借用市农村产权交易中心1辆
别克商务车用于出差、接待和调研等。因履
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另外个人还
存在公款旅游问题，2018年3月，王志翔受
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和免职处理。

聊城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原党委书记张重
全因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问题受
到问责。2012年7月至2017年9月，聊城市农
业科学研究院存在财务管理混乱、违规处置
国有资产等问题，班子成员及中层管理人员
共计6人违纪违法受到处理。因履行全面从
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2018年4月，张重全
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日照市岚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原
党组书记、局长张红梅因履行全面从严治党
主体责任不力问题受到问责。2017年4月至
11月，岚山区纪委严肃查处岚山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系统职业技能培训和社保领域系
列腐败窝案，其中移送司法机关处理8人。
因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2018年
5月，张红梅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武城县卫生计生局（原卫生局）原党委
书记、局长谢爱民、张宝璞，原纪委书记魏
广军等人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
责任不力问题受到问责。2006年2月至2016年
12月，武城县卫生计生局（原卫生局）党委
直接管辖的5名乡镇卫生院院长因严重违纪
违法问题被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2018年
2月，因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
谢爱民同时涉及其他违纪问题，受到党内严
重警告处分和免职处理；张宝璞受到党内警
告处分；因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监督责任不力，
魏广军受到诫勉谈话处理，局党委委员、分管
纪检工作的李成宝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威海市环翠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
组书记、局长郭贤杰，党组成员、副局长谢
建军因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问题受到问责。2017年，环翠
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就业科负责人夏晓燕、失业保险科科员李秀
超、职业技能鉴定中心科长尹晓鸥3人分别因贪污、受贿、诈骗被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因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2018年3月，
郭贤杰和谢建军分别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和党内警告处分。

通报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是各级党组织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以
上5起典型问题，有的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不
力，有的班子成员履行“一岗双责”责任不力，有的纪委书记（纪检
组长）履行监督责任不力，更有的主要负责人不能廉洁自律、以上率
下，致使违规违纪问题易发多发，暴露出一些地方和部门仍然存在党
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问题，必须引起高度
重视，切实加以解决。

通报要求，各级党组织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和政治觉悟，认真
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经常分析班子和干部队伍党风廉政建设
状况，经常分析本地区本部门作风建设状况，进一步强化日常教育、
管理和监督，真正把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担当起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要紧盯“关键少数”，突出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聚焦全面
从严治党，对维护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失责、贯彻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不力、选人用人问题突出、腐败问题严重、不作为乱作为、巡视
巡察发现问题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一律从严问责。各级党组织
和党员领导干部要从上述典型问题中汲取深刻教训，切实把自己摆进
去，举一反三，引以为戒，真正把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放在心上、抓在
手上、扛在肩上，推动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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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9月6日10点，寿光市纪台镇凤凰庄
子村，董玉堂在自家的温室大棚四周喷
洒除草剂。一个大棚前天已定植上2300
株丝瓜苗，另三个大棚也排完积水，正
在晾晒。

“我们村317个温室大棚全部进水，
其中全部倒塌的大棚有44个，部分墙体
坍塌的有100个，村民损失严重。”凤
凰庄子村党支部书记刘桄忠说。

董玉堂家的四个大棚全部进水，一
个积水有0 . 5米，另外三个进水深达1

米。“我的大棚没有挖得那么深，排水
也及时，一个抽水5天，另三个抽水15
天，清理完积水。”董玉堂说。9月4
日，翻完土壤，董玉堂就在最早排水的
大棚定植上丝瓜苗。“茄子苗现在订不
上，丝瓜苗好订还便宜，再说我多年一
直种植丝瓜，就选择了丝瓜。”董玉堂
告诉记者。这次涝灾造成董玉堂丝瓜种
植推迟2个月，往年每株丝瓜一茬可以
长出14根丝瓜，今年只能长出10根丝瓜。

“排完水就有了希望，我们不愁技
术和市场。”董玉堂说。

目前，凤凰庄子村已有10多个大棚
种上新茄苗、丝瓜苗，所有大棚明水排
水完毕。

9月5日，纪台镇宋家村村民赵冠连
在给刚刚补种的茄苗浇水。“这次，我
家大棚里的水超过1米，如果没有党委
和广大党员的帮助，别说恢复生产，大

棚能不能保住都两说。”赵冠连说。
宋家村的830个大棚中，有650多个

进水、143个受损，其中50多个严重倒塌。
大棚积水超过1 . 5米，最浅也有80厘米。

“大棚就是百姓的命根子。抓紧时间
组织自救，大棚能抢救一个是一个。”宋
家村党支部书记张安明说。宋家村委当
即确定了提水方案：村民负责将自己家
大棚的积水排到村委指定的地点，然后
由村委负责用接力的方式将积水排向弥
河。当天，三台大功率抽水泵买了回
来，开始工作。现在，宋家村大棚积水
已全部排净，每天约有10万株种苗被运
到宋家村，30多个大棚已经栽上菜苗。

“保住大棚，就是保住了全家的希
望。生产我们有多年经验，我们勤快
点，日子就能过起来。”赵冠连说。

9月6日，寿光市田柳镇张后村村民
苗爱国的大棚里，西红柿苗长势旺盛。

而在11天前大棚还积水满满。
苗爱国今年35岁，种了5个大棚。

因为地势低，暴雨后大棚内涝严重。
“西红柿苗子当时都半米多高，已经开
花了，却全死了，只能拔了。”苗爱国
说。在镇村的帮助下，苗爱国排出棚内
积水，修复受损的棚体，联系种苗，联
系雇工，重新栽种。

目前，苗爱国新栽的西红柿苗10厘
米高，8月29日定植。两个月后，这些
西红柿苗将会结出果子。“我想卖个好
价钱，挣回洪灾造成的损失。”苗爱国说。

洪灾来临时，张后村380多个大棚，
有200多个大棚受灾，部分垮塌。目前，张
后村受损大棚已完成排涝和棚体修复，
绝大多数已经种植上了新的种苗。

“菜农现在进入恢复生产阶段，我
们协调各方力量，支持菜农恢复生产，
重建家园。”寿光市副市长王丽君说。

排完积水，种上新苗
寿光受灾蔬菜大棚陆续恢复生产

各级各部门把扫黑除恶作为重大政治任务，认真履职尽责，精心组织，强力推进———

切实负起扫黑除恶重要责任

济南商标审查协作中心
正式挂牌运行

省政协就建立污染防控
长效机制专题协商

□记者 姜言明 郑 莉 李轶群 报道
本报泰安9月7日讯 今天上午，第32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暨第23

届全国全民健身登泰山比赛、登泰山万人徒步行活动鸣枪，来自30个
国家和地区的3516名运动员激情开跑。经过激烈角逐，埃塞俄比亚选
手阿列木霍涅诺梅芬以57分47秒63夺得玉皇顶国际组男子组冠军，女
子组冠军被埃塞俄比亚选手萨拉吉梅获得，成绩为1小时12分16秒
65。

第三十二届泰山国际登山节暨2018中国泰安投资合作洽谈会开幕
式已于6日在泰山脚下举行。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日
本、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的840余位嘉宾、客商参加活动。
本届投洽会共集中签约50个项目，总投资1720亿元，2019年计划投资
306 . 57亿元，其中符合新旧动能转换重点发展的“十强”产业项目占
到72%。

泰山国际登山比赛开跑

□记者 都镇强 杨国胜 报道
9月6日，安丘市汶河平原大桥钢便桥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紧张施工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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