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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都镇强 通讯员 王靓 报道
本报昌乐讯 今年以来，为实现审批服务便民

化，打造更加优质的营商环境，昌乐县紧紧抓住
“一次办好”和“一窗式”改革契机，持续优化营
商环境。

平台办理达到“不见面审批”。为解决企业反
映强烈的办事难、办事繁、办事慢的问题，昌乐县运
用“互联网+”技术，实施“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
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选取宝都街道西湖社区等
作为改革试点，运用政务服务自助服务终端，搭建信
息发布、自助服务平台，推广“在线咨询、网上申请、
快递送达”办理模式，建立信息化社区服务新模式，
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快捷化、信息化，着力推进“不
见面审批”，提供高质高效政务服务，切实解决企业
和群众“来回跑”的问题。

一窗受理达成“融合审批”。昌乐县立足于提
高工业投资建设项目审批效率，积极探索政务服务
新模式，全面深化“一窗受理，全科服务”改革，最大
限度地为企业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建立窗口受理
和后台审批联动机制，充分发挥集中审批和服务的
优势，将原先的受理审批混合窗口调整为“一窗式”
综合受理窗口，整合分散业务窗口，由综合窗口统一
负责受理，后台各审批部门联办融合审批，实现受审
分离，优化办事流程，真正做到一站式综合受理、一
站式审批的综合服务，为企业和群众提供“透明、优
质、高效、便捷”的窗口一站式综合服务。

一次办理实现“便捷审批”。该县公布“一次
办好”事项清单，以“减环节、优流程、砍材料、压时
限”为着力点，围绕商事登记、投资项目审批、社会事
务、公积金办理等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精简办
事流程和办事手续。同时，该县配套编制服务指南和
业务手册1082项，确保同一事项主项名称、子项名
称、设定依据、服务对象、办理条件、申请材料、申请
表单、办事流程、办理时限、收费标准等“十统
一”，推进“一次办好”事项标准化。

□记者 都镇强 通讯员 王靓 报道
本报昌乐讯 昌乐县始终高度重视教育工作，

紧紧围绕“公办、公益、普惠”主线，在加强教师
队伍建设、促进城乡师资均衡、完善管理体制机制
上下功夫，用心用情全力办好人民满意教育，努力
改善全县教育办学条件，推动教育事业健康发展。

有编即补，壮大教师队伍。昌乐县每年都将补
充中小学教师作为用编进人计划安排的重点，在确
保财政供养人员只减不增的前提下，严格审核中小
学教师补充计划。按照教育部门的申报，对有空编
的中小学，足额安排用编进人计划，做到有编即
补。2019年度在精简压缩的基础上，该县仍为教育
部门安排117名用编进人计划，确保及时使用事业
编制招聘教师。

教师流动，推动教育公平。昌乐县按照“以人
为本、总量控制、统筹使用、合理配置”的原则，统筹
管理县域内中小学教师，积极引导优秀教师向农村
学校、薄弱学校流动，促进县域内师资均衡配置，推
进教育公平。仅2018年，就及时为全县218名“县管校
聘”中小学教师办理了编制调整手续。

核定编制，关注学前教育。昌乐县为加强公办幼
儿园教职工队伍建设，对全县25所公办幼儿园重新
核定教职工编制940名，并根据实际情况全面实行人
员控制总量备案管理。在人员控制总量内，赋予公办
幼儿园自主制订、执行新进人员计划，原编制实名制
人员占用编制情况记录在案，新进人员全部纳入人
员控制总量实名制管理，有效解决了因编制不足对
学前教育的制约，促进了学前教育持续健康发展。

□ 本 报 记 者 宋学宝 都镇强
本报通讯员 孙欢欢

作为国家级卫生县城，昌乐首次迎来复
审。如何守住“国家卫生县城”这块金字招
牌？昌乐县主动“亮剑”，鼓干劲、下猛
药，定制“施工图”，广泛深入地开展群众
性爱国卫生运动，让城乡净起来、靓起来、美
起来。

昌乐县成立由县委书记任第一组长，县委
副书记、县长任组长，县委常委、宣传部长任
常务副组长，副县长任办公室主任的迎审工作
领导小组。该县按迎审区域划定16个网格，包
靠县级领导按照责任分工加强工作调度，7个
重点部门密切配合、加强联动、协同作战，80
余个包靠网格、小区的单位切实履行包靠责
任，有关镇(街、区)担负起属地管理责任，推
进创卫迎审工作高效开展。

说起创卫，老旧小区是个大难题，而老旧

商业小区更是难中之难。分别建于2001年和
2003年的温州商城、福州商城，现有商户851
户、住户763户，是昌乐县建成最早、规模最
大、业户最多、情况最复杂的商业小区。由于
建成时间久远，商城内部设施配套不完备，
基础设施失修和损毁情况较为突出，无照经
营、无序经营、乱搭乱建、乱推乱放、消防隐
患、脏乱差等问题严重。无疑，这是一块硬骨
头。咋办？昌乐县成立由综合执法、交通、
卫健、市场监管、房产、宝都街道等16个部
门单位组成的“双城”整改工作领导小组，
部门联动、疏堵结合，共取缔占道经营、店外
经营问题、流动摊点80余处，夜宵摊点20余
处，乱搭乱建6处，户外广告牌300余个，乱堆
乱放200余处。温州商城、福州商城内乱搭乱
建、脏乱差等问题得到有效整治，经营秩序大
有好转。

昌乐以迎审工作为抓手，按照精细化、专
业化要求，深挖细查，点面结合，健全完善城

市精细化管理体系，确保事事有人管理、事事
有人推进、事事有人监督。比如，对照迎审标
准，昌乐开展市容环境整治、扬尘污染整治、
餐饮油烟整治、“僵尸车”专项整治等行
动，与5500余家沿街门店签订“门前三包”
责任书；实行网格包靠，全面开展公共场所
卫生监督、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病媒生物
防治、公共卫生与医疗服务等迎审工作，做
到区域清、责任明；推行“人工清扫+机械洗
扫+洒水降尘+高压冲洗”环卫作业模式，日
清运生活垃圾300余吨，城乡产生活垃圾做到
应收尽收、无害化处理，生活垃圾处理率达
100%。

记者注意到，昌乐把迎审工作与全县经济
社会工作同部署、同推进，聚焦迎审工作难
点，坚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建立环境整治
工作情况“一天一督办、三天一通报、十天一
排名”机制，对排名居后的，进行约谈、曝
光，强力推进工作落实。比如，作为迎审的主

阵地、主战场，昌乐县宝都街道突出城中村、
无物业管理小区、集贸市场、背街小巷等重点
和难点，上足机械人力，持续提升环境卫生水
平。

烈日下、细雨里、夜幕中，昌乐县的广大
党员干部自觉坚守在迎审一线。主次干道、
大街小巷，随时随地都能看到工作人员、社
区成员及环卫工人的劳动身影……在他们的
带动下，广大居民主动清扫门前垃圾、清除
“牛皮癣”小广告、不乱丢不乱放，从细微
处改变。“社区广泛发动村民，一起参与义
务劳动，群众积极性很高。”昌乐县宝都
街道永康社区主任滕海波说，迎审到了冲刺
期，只有全员参与，才能合力画出“同心
圆”。

昌乐将进一步夯实责任，在狠抓落实上下
功夫，加快迎审重点工作推进，借势借力提升
城市管理服务水平，打赢“国家卫生县城”保
卫战，把“金字招牌”擦得更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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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员参与，合力画出“同心圆”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着力推进“不见面审批”

有编即补 均衡配置

昌乐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 本 报 记 者 都镇强 宋学宝
本报通讯员 张 磊 丛清洁

6月22日，昌乐县首阳山区域第三批次拆
违集中攻坚动员会议召开，意味着该县吹响了
今年首阳山区域违法建设治理“零容忍”行动
的冲锋号。这是昌乐县新一届县委、县政府从
全县发展全局出发进行的第一次集中拆违攻坚
行动。

违法建设是亟需根治的“顽症”和必须切
除的“毒瘤”。记者注意到，昌乐县此次集中
拆违区域位于该县大沂路以东、宝通街以北、
旅游路以南的首阳山区域，涉及宝都街道和首
阳山旅游度假区的180户，有厂房车间、仓
库、养殖场、民房等多种违建，共计42500平
方米，利益牵扯面广，诉求多元，情况复杂。

此次拆违攻坚中，昌乐县包靠县领导直接

挂帅，一线指挥、入户沟通做工作，并带领工
作小组根据实际情况研究政策、制定方案。80
多个县直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带头靠在一线，
以上率下形成“头雁效应”。广大党员干部担
当作为、冲锋在前，全力以赴推动快签、快
搬、快拆。

据了解，昌乐县宝都街道拆违片区包括南
萧、东山王、东山李、前东村4个村，违建面
积近4万平方米，占地600余亩。在拆违攻坚战
之前，宝都街道对涉及的137户全部划分包靠
网格，早上天刚亮，213名机关干部、115名村
干部便上山到岗，开始入户走访、宣传发动，
对违建面积、形成时间、形成原因、手续情
况、社会关系等情况都进行了数轮摸底，做
到情况清、底数明。待全县动员大会召开
后，该街道全体攻坚人员再赴拆违一线，迅
速打开局面，6月22日当天协议签订率就达到

95%以上。
昌乐县首阳山旅游度假区片区涉及崔家

埠、潘家庄等两个村5户违法建设，虽然数量
不多，但体量不少，有2500余平方米，且当事
人都是历经两次拆迁又搬迁至此，拆违难度
大。为此，首阳山旅游度假区成立了拆违征收
工作小组，挨家挨户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讲
政策、讲形势，帮助群众解决后顾之忧，赢得
了当事人最大限度的理解和配合。

崔家埠村村民崔学礼十多年前就在该违建
区建起了房屋居住并搞养殖。由于近几年市场
行情不稳，崔学礼不但没有挣到多少钱，加上
老伴身患重病，反而还欠了20多万元的外债。
崔学礼对拆违表示理解，但坚决不拆，“房子
拆了就无地可住了。”昌乐县首阳山旅游度假
区桂河社区主任高飞主动在邻村协调3间房屋
给老两口租住，还专门找人进行了修缮，使崔

学礼痛痛快快拆除了房屋。
48岁的昌乐县宝都街道恒安社区主任董丽

包靠9个“户中户”，涉及汽修厂、门窗厂、
车床厂、家具厂、仓库等10余亩土地，搬迁拆
除难度非常大。董丽和同事不分昼夜挨家挨户
做工作，还帮忙联系搬家公司、砖瓦回收等。
6月24日20：00许，董丽在检查清空现场时，
为躲避一处快要倒塌的墙壁，不慎跌进2米深
的大坑，导致头部、脚部严重受伤，送到医院
后做了6个多小时的手术。在上救护车之前，
董丽还忍着剧痛叮嘱同事，一定要确定房屋里
没有人再进行拆除。

昌乐县的拆违始终坚持一把尺子量到底，
有效保障了进度。从6月22日16：00全县集中
攻坚行动全面启动，到6月23日9：00全部完成
协议签订，再到6月25日17：00，42500平方米
违建全面清零，用时仅3天。

昌乐吹响首阳山区域违法建设治理“零容忍”行动冲锋号

42500平方米违建３天清零

□记者 都镇强 报道
本报昌乐讯 6月27日，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

发了《关于公布第四批化工园区和专业化工园区名
单的通知》，昌乐县朱刘化工产业园跻身第四批化
工园区，高标准、高质量的化工园区为该县绿色、
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同时，我省还发布第一批全省60家化工重点监
控点，和化工园区同等待遇。山东日科化学股份有
限公司、山东乐化漆业股份有限公司两家昌乐企业
申报成功。

第四批化工园区公布

朱刘化工产业园榜上有名

□记者 都镇强 报道
本报昌乐讯 6月20日，潍坊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分3组对昌乐县2018年度增减挂钩和工矿
废弃地项目进行复验，验收共复垦出农用地面积
41 . 526公顷(其中耕地面积39 . 161亩)。

此次验收涉及昌乐县五图街道泉二头村等5
个增减挂钩地块和营丘镇六合新村等2个工矿废
弃地地块项目。验收组实地勘察了项目现场，听
取了项目实施情况汇报，查阅了项目实施账目、招
投标、工程审计报告等材料，并召开了验收工作总
结会。验收组认为7个项目区拆旧彻底到位、复耕
质量较好、实施科学规范，同意通过验收。

7个项目通过市级验收
□记者 张蓓 报道

中国乡村赋能工程
昌乐乔官站启动大会近
日在昌乐县乔官镇为农
服务中心举行。会上，
农产品直播活动受关
注，乔官镇的特色农产
品瞬间成了“网红”。

中国乡村赋能工程
以“赋能、传承、振
兴”为主题。在加快乡
村振兴进程中，昌乐县
把发展农村电商作为推
进农业增效、带动农民
增收的重要途径，积极
对接优质电商企业，上
线运行“乡村赋能”电
商平台，为加快农村电
商发展注入了新的活
力。

图为主播张志滨在
抖音上，为家乡特色农
产品“黄金籽西红柿”
进行直播宣传，并教网
友如何辨别激素西红
柿。

广告

□记者 都镇强 通讯员 丛清洁 报道
本报昌乐讯 记者近日从昌乐县综合行政执

法局获悉，该局为全面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全力
开展流动摊点占道经营集中整治行动。

该局由专人盯守重点部位，及时发现并纠正
占道经营等各类违法行为；重点时段错时执法，
依法劝离占道经营、店外经营等违法行为。

流动摊点占道经营

集中整治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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