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张国栋 李子路 报道
本报济南8月13日讯 今天上午，省委

书记刘家义在省水利厅主持召开省防汛防
台风指挥部成员会议，对当前我省抢险抗
灾工作进行全面调度和安排部署。省委副
书记、省长龚正，省委副书记杨东奇和省
委常委孙立成、关志鸥出席会议。会上，
孙立成、于国安分别汇报了寿光市、全省
防汛防台风工作情况，指挥部各工作组组
长分别作了汇报发言。会议现场连线调度
了寿光、淄博，王书坚、刘强分别汇报了
当地抢险救灾工作情况。

会议指出，面对第9号台风“利奇马”
影响，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
李克强总理的批示精神，带领全省广大干
部群众积极防御台风，准备早、措施实、
行动快，确保人员到位、措施到位、责任
到位、物资到位，众志成城、全力以赴抢

险救灾，取得较好处置效果。
会议强调，当前虽然台风已经减弱不

少，但形势依然严峻，抢险救灾任务依然
艰巨繁重。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依法、阳光、廉洁、高效、有序
推进抢险救灾。一、要科学统筹、科学决
策、科学救灾。针对当前出现险情的几条
河道，专家组要加强现场勘测、强化研
判、提出预案，力争用最小的损失，科学
解除河道险情。二、要始终绷紧抢险这根
弦。保持高度警惕，绝不能有任何松懈麻
痹思想，一旦出现险情，必须全力以赴。
三、要以水库、河流、桥梁、道路、海
港、矿井以及被淹村庄、企业为工作重
点，集中力量抢险救灾，同时防止发生次
生灾害。四、要采取一切方式，全力搜救
失联人员。在安置点实行严格的登记制
度，严防安置点人员擅自离开，减少不必
要的危险。五、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广大

人民群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抗灾自
救、保护家园。六、灾情排查、统计报告
一定要客观、真实、准确，不瞒报、不漏
报、不谎报。七、要切实安置好受灾群众
生活，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衣
穿、有病能治，同时畅通群众诉求渠道，
做好心理安抚工作。八、要充分保障救援
物资、救灾物资，加强统筹调度，确保各
地救灾需要。九、要毫不放松抓好卫生防
疫工作，密切监测每个受灾地区，强化卫
生干预措施，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十、
要迅速调集水泵等排水设备，组织对受灾
的农田、蔬菜大棚、厂矿进行排水除涝。
十一、要通过省红十字会、慈善总会等正
规渠道，动员全社会力量积极支援受灾地
区。十二、要及时有序化解社会矛盾，确
保良好社会秩序。对出现的造谣生事、违
法乱纪、破坏抢险救灾、影响人民生活秩
序的行为和人员，坚决依法打击。十三、

要千方百计保障市场供应，确保供应充
足、质量安全、价格平稳，依法打击哄抬
物价等行为。十四、要在被淹房屋和厂房
安全检测前，禁止居民和工人进入，确保
群众生命安全。十五、要同步开展水毁设
施修复，争取用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
抢通抢修，确保交通、通讯畅通。十六、
要加强舆论引导，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客
观、准确、真实发布灾情，为抢险救灾营
造良好环境。十七、要加强组织领导，统
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救灾，同时根据
抢险救灾的情况变化，及时调整指挥体
系。各级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是抢险
救灾第一责任人，要扛牢政治责任，以对
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连续作战、克难攻
坚，齐心协力打赢抢险救灾硬仗。

省防汛防台风指挥部成员单位主要负
责同志参加主会场会议。淄博、潍坊市及
寿光市主要负责同志在分会场参加会议。

刘家义主持召开省防汛防台风指挥部成员会议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依法阳光廉洁高效有序抢险救灾

□记者 袁涛 报道
本报济南8月13日讯 今天下午，省委

副书记、省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龚正
在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
取小清河防汛形势汇报，研究小清河防洪调
度工作，讨论确定防洪调度方案。

受上游来水及干流洪水顶托影响，当

前小清河防洪压力较大，两岸部分区域积
水较为严重。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强化底线思维，综合采取控制上游
流量、干流分洪、相机启用蓄滞洪区等措
施，尽快减轻小清河防洪压力，最大限度
降低灾害损失。要密切关注水情，加强对
小清河的巡查检查，及时整治各类风险隐

患，确保险情早发现、早消除、早抢护。
要抓好物资、设备调拨，储备到位、运送
到位，千方百计保证抢险救援需要。沿线
各地要通力协作、协调配合，落实好防洪
调度各项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副省长于国安出席会议。

□记者 李子路
张国栋 报道

本报桓台8月13日讯 今天下午，
省委书记刘家义来到桓台县马桥镇，深
入镇内一严重内涝厂区，现场指挥抢险
救灾。

8月12日，因附近杏花河漫溢严
重，位于马桥镇大成路的一厂区出现严
重内涝，积水最深处达2米。下午4点，
刘家义来到这里，边走边察看道路两侧
受灾情况，详细了解内涝原因，询问附
近群众和厂区工人是否都已安全撤离。
越往前走，积水越深，刘家义登上冲锋
舟，深入内涝最严重的厂区，与在场水
利、安全、环保专家一起，研究抢险应
急方案，叮嘱大家密切关注厂区积水情
况，千方百计控制水位上涨，排除各种
安全隐患，坚决防范安全事故发生。

随后，刘家义来到马桥镇政府，召
开会议研究解决该厂区内涝问题。会议
逐一听取各专家意见，经过认真讨论，
决定采取强排方式，及时排出厂区积
水。刘家义强调，要建立省、市、县三
级联合指挥体系，把水利、应急、环
保、消防、武警和相关企业都纳入其
中，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决策，
形成排涝除险的工作合力，确保应急方
案落实到位。要密切与省防汛防台风指
挥部的联系，形成工作联动，多方调集
各种排涝装备和交通工具，在正式排涝
除险前做好充分准备。要做最坏的打
算，提前制订好各种预案，科学应对在
排涝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危险状况，力争
把损失降到最低。要采取切实措施，确保附近百姓和救援人员安
全，防止出现次生灾害。要加强舆论引导，强化正面发声，对造
谣生事、违法乱纪的行为和人员，坚决依法打击。

刘家义还现场调度了小清河防洪抢险情况。省领导孙立成、
刘强参加活动。

龚正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小清河防洪调度工作

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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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春晓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我省各地各部门
各单位坚决向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亮剑”，让干部从“文山
会海”、迎评迎检、材料报表中解脱出来，把精力用在解决实
际问题上。

省委办公厅在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整改工
作中，把解决“文山”问题作为重要内容，拿出实招硬招精简各
类文件，取得显著成效。

发文数量明显减少。不折不扣落实精文简会15条措施，对
省直部门起草的申请以省委、省委办公厅名义发文的文件稿，
严格审核把关；对发文必要性不强的坚决退回。今年1至7月，
共制发省委、省委办公厅政策性文件46件，比上年同期减少
53 . 5%。

文件篇幅大幅压缩。文件审核中，坚持开门见山、直奔主
题，防止穿靴戴帽，将文件稿中的形势背景、重要意义、基本原
则、组织领导等内容进行大幅压缩整合。对贯彻中央文件的，注
重提出务实管用举措，防止照搬照抄、上下一般粗。坚决压缩文
件篇幅，杜绝冗长空洞，部署全局性工作不超过5000字，部署专
项工作或具体任务不超过3000字。

文件质量不断提高。注重在政治政策、法律法规、文字表
述、格式体例等方面严把质量关，确保每个文件稿立得住、行得
通、管得了。重视提高文件稿政策含金量，确保建设性、创新性
政策措施成为主体，进一步增强文件针对性、实效性和可操作
性，推动省委决策部署落实落地。对新制发的省委、省委办公厅
文件，逐条明确责任部门，同时认真梳理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以来
出台的文件，将此前没有明确责任部门的65件文件的重点任务明
确责任部门，印发各级各部门贯彻执行。

济南市把“精文减会”作为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减轻
基层负担的重要切入口，印发《关于进一步精文减会工作的二十
条措施》，持续提升工作效率和服务能力。对未列入发文、会议
计划的，一律不发文、不开会。确定每月第二周为“无会周”，
每周星期四为“无会日”。截至7月份，市委制发文件、召开会
议分别同比下降67%、39 . 3%；市政府制发文件、召开会议分别同
比下降33%、56 . 5%；市委工作部门制发文件、召开会议分别同比
下降34%、41 . 2%。

省检察院大力压减各类会议，明确2019年全省三级检察院召
开的会议都要比2018年减少30%至50%。今后，以省检察院名义召
开的全省性会议原则上只开到市级院；省检察院机关各部门原则
上每年只召开一次条线工作会议；严控会议规模，以省检察院名
义召开的全省性会议参会人员不超过130人、会期不超过2天，省
检察院机关各部门召开的条线工作会议参会人员不超过50人、会
期不超过1天。

省国资委通过严制度、严程序、严考核构建长效保障机制，
先后制发规范公文处理、公文报送、委机关公文运转规则等制
度。提高公文处理效率，做到来文即接即办、即批即转，呈阅中
同时发相关处室提前介入，缩短公文流转时间。与此同时，省国
资委不断加强信息化手段运用，全面升级新电子办公系统，进一
步完善优化流程，拟制定《山东国资信息化业务平台管理办
法》，加强“国资云”系统开发应用，基本完成国资大数据库建
设，初步实现了对企业重大决策和重要经营管理活动的动态监
控，实现汇报材料、考核成果等信息共享。 （下转第三版）

坚决向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亮剑”
我省各地各部门各单位

把精力用在解决实际问题上

□记 者 白 晓
通讯员 司翠华 报道
本报青岛8月13日讯 今

天上午，全国首家企业设立
智能登记系统在青岛前湾保
税港区上线运行，系统以电
脑系统自动智能审批完全替
代传统人工审批方式，将企
业设立时间大幅压缩至符合
条件即时审批通过。

今天上午，从事贸易的
高连绪用10多分钟将资料填
写完毕进行申报后，后台智
能系统迅速审核通过，办理
了全省首张“秒批”企业营
业执照。“企业可选择在服
务大厅‘立等可取’或者在
家申办、营业执照快递上
门。无需预约、无需排队、
无需提交纸质材料，也无需
工作人员逐项对照材料进行
审核，随时随地可自主办理
登记和注销业务，真是太方
便了。”他说。

该系统由青岛前湾保税
港区市场监管局联合青岛市
行政审批服务局共同开发，
开创性地将后台人工预审、
受理、核准三个审批环节缩
减为系统自动审核一个环
节，真正做到了全程“零人
工干预”，实现审批流程最
简化。据青岛前湾保税港区
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王语来介
绍，系统针对特殊区域内的
企业分布和行业发展特点，
依托山东省企业全程电子化

登记系统，创新开发了地址标准化、经营
范围标准化两个子系统，实现了企业注册
地址的自动关联和经营范围的菜单式填
报，破解了智能登记的两大难点。

据悉，该模式下一步将在青岛全市进
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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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搜救受灾群众、抢通道路、抢
修复电、恢复生产、做好卫生防疫……
不等不靠、连续作战，当前，我省各战
线各部门、社会各界迅速从防汛防台风
转移到抗灾救灾、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
序上来，以坚定的信心重建美好家园，
奋力夺取最后胜利。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始终是第一
位的，在抗灾救灾一线，暖心的画面随处
可见。8月13日上午10点左右，桓台县马
桥消防中队的消防队员从被雨水围困的
西孙小区救出一个婴儿。消防员张国杰
接过有些哭闹的孩子，轻轻地哄拍，才15
天大的小宝贝竟然笑了，张国杰也笑了。

也是在这天，一场特殊的伤员转运
在济南潍坊两地上演。为了抢救在青州
抗洪救灾中受伤的社区干部董明亮，两
地通力协作，接力完成救治，为这位抗

洪英雄后续手术和康复争取了宝贵的机
会。

为了转移被困群众，董明亮在抗洪
一线持续工作30多个小时，在连夜转移
了1 3 0多名被困群众后回到村办公室
时，突然发生的滑坡将他砸伤。“入院
时伤者四肢麻木无力，双侧膝腱跟腱反
射减弱，初步诊断为第五颈椎爆裂性骨
折，伤及颈髓。”接诊的潍坊市益都中
心医院脊柱创伤骨科主治医师梁志勇介
绍，考虑到省级医院在此类伤病的治疗
上更有经验，决定转诊济南。

面对依然险峻的抗灾救灾任务，我
省积极协调组织各类救援力量。截至13
日上午，省武警总队出动兵力1393人，
省军区动用民兵分队3754人。省消防总
队共接防台风应急救援警情734起，出
动指战员8262人次、车辆1186辆次。各

级应急管理部门调集专业应急队伍470
支、出动9069人，社会应急队伍2283
支、出动41343人。

全省共调用各类装备32087台套。
其中，省应急厅调运相对紧缺的长臂挖
掘机45台、大功率水泵55台；应急管理
部调派M-26直升机1架，我省调派M-26
直升机1架、Ka-32直升机2架，赶赴潍
坊救援，13日上午投入使用。全省共调
拨帐篷、棉被、折叠床等救灾物资
74106件套。另外，中央下拨我省防汛
及救灾资金1 . 5亿元，我省拟安排1300万
元省级紧急救助资金支援重点灾区。

开展灾后重建、恢复受灾地区正常
秩序也是一场大考。党员干部、各战线各
部门冲锋在前，群众生产自救……山东
正奋力书写答卷。 （下转第三版）

铆足劲，打赢抢险救灾硬仗
◆始终绷紧抢险这根弦 ◆高效有序开展灾后重建

□记者 刘磊 通讯员 张磊 王克军 报道
8月13日，高青县黑里寨镇中心卫生院职工赵冬花正仔细叮嘱84消毒液的使用方法，指导群众开展灾后防疫。

□ 责任编辑 孙先凯 杨鹏

经省委、省政府同意，省委组

织部等部门联合开展了山东省优秀

企业家、山东省优秀企业推荐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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