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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日报聊城分社、《聊城新闻》法律顾
问：山东永圣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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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高田 报道
本报聊城讯 8月8日，2019山东聊城（上

海）“双招双引”推介会在上海举行。聊城市
市委书记孙爱军出席会议并致辞。

孙爱军简要介绍了聊城基本情况。他说，
聊城是一座历史厚重之城，境内文物古迹众
多，名人贤达辈出。聊城是一座交通通达之
城，境内已有邯济、京九2条铁路 ,呈“十”字结
构；德上、济聊馆、青银、青兰4条高速公路，呈

“丰”字结构。郑济高铁、雄商高铁、聊城机场即

将开工建设，建成后聊城将成为华北重要的综
合交通枢纽城市。聊城是一座养生福泽之城，是
中国北方少有的“水城”，地热资源丰富，是“中
国温泉之城”；聊城还是全国少有的平原地区国
家森林城市，林木绿化率达到40%以上，景色秀
丽、水清林绿；同时它还是一座崇礼尚义之城，
崇德向善、心存大爱的道德典型层出不穷。

目前聊城正处于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向高
质量发展迈进的关键时期，聊城市委、市政府明
确提出了“争创一流、走在前列，奋力实现在鲁

西大地率先崛起”的奋斗目标，动员全市上下大
力实施产业突破、“双招双引”、乡村振兴、城市
提升、营商环境优化等“新时代兴聊十大工程”，
努力开创聊城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现在投资
聊城，时机恰好、前景独好、环境更好。我们将以
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为广大投资者提供全方
位、便利化、人性化的服务，真正让聊城成为一
方投资宝地、生活佳地、创业福地。

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聊城市产业推介宣传
片。穆长顺、高洪彦、孙宝德、季海容、田

超、罗世国等先后发言，对聊城的投资环境和
发展前景给予了高度评价，并邀请更多企业家
到聊城投资合作。

2019山东聊城（上海）“双招双引”推介会是
今年聊城市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强对外合作
的一项重点活动。全市各级各有关部门、单位积
极对接推介，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据统计，本次
活动共签约合同项目29个，投资额298 . 6亿元。其
中，推介会现场签约项目17个，签约额160亿元；
自行签约项目12个，投资额138 . 6亿元。

2019山东聊城（上海）“双招双引”推介会在沪举行

现场签约17个项目160多亿元

□ 本报记者 高田 李梦

全国文明城市的创建，每三年一个周期，
今年是聊城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第二年，也
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老旧小区，是创城的
重要战场，聊城市东昌府区在创城过程中，充
分引导居民自治，业委会、社区监督物业工
作，三方共管，破解了老旧小区年年清、年年
乱的现象，探索出老旧小区治理的长效机制。

社工帮着业委会管理小区

8月7日，新区街道毛纺厂家属院的居民刘
香兰老人在小区红旗驿站前驻足，她想找人修
修自家的水龙头，新区街道中巨社区的阳光社

工左婷婷在红旗驿站值班，了解到老人的需求
后，立即安排维修员第二天上门给老人服务。

据了解，毛纺厂家属院自从企业破产后，
成了无人管理的小区，小区居民私搭乱建、乱
停乱放、圈地种菜等现象严重，小区环境脏、
乱、差问题突出。2015年全国卫生城市复审
时，新区街道中巨社区工作人员对小区乱象进
行了集中清理整治。中巨社区党委书记朱寒璐
召集毛纺厂家属院业主，公开选出了业委会成
员，同时引进了聊城粤华物业有限公司对毛纺
厂家属院进行兜底服务。

为了更好地管理老旧小区，新区街道中巨
社区引入了社工力量，阳光社工组织进驻中巨
社区。阳光社工左婷婷告诉记者，他们从毛纺厂
家属院入手，挨家挨户走访，了解居民需求，开
展了“邻里议”活动，让居民畅所欲言，指出小区
存在的问题。家属院居民对楼内卫生、停车难等
问题有意见，5名业委会成员分别认领意见，并
联合物业、社区社工合力解决问题。

去年3月，毛纺厂家属院的物业公司计划
调高物业管理费，业委会通过了涨价方案，物
业方面担心收缴不顺利。阳光社工积极行动，
把协商好的方案，在小区公示栏进行公开公
示，征求各方意见，减少物业与业主矛盾，涨

价方案得到了大部分居民的认可。
这两年毛纺厂家属院环境卫生良好，物业

管理有序，今年创城工作启动后，毛纺厂家属
院不再是创城工作的“老大难”。朱寒璐说，
社区治理要以辖区居民为中心，变被动协商为
主动协商，实现由“为民作主”到“由民作
主”的转变。中巨社区在议事协商中，通过协
同共治推进协商主体多元化，进而解决群众个
性化诉求，推进社区治理和居民自治的良性互
动。

业委会、社区和物业三方共管

在柳园街道公安局家属院内，车辆停放有
序，家属院内干净整洁。与毛纺厂家属院一
样，创城之前，公安局家属院也存在着居民圈
地种菜、杂乱无章的问题。2017年8月，柳园街
道龙山社区工作人员发挥老党员、老干部的积
极性，组织家属院居民选出了由退休老党员、
老干部组成的业委会。

2017年8月，龙山社区联合业委会、物业公
司清理了居民圈地种菜，裸露的土地迅速硬
化，防止死灰复燃。此前，公安局家属院内生
长着38棵参天杨树，居民对春天的杨絮意见较

大，业委会提出来要砍掉杨树，被个别居民阻
拦。去年，在龙山社区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向
有关部门递交了砍伐树木的申请，38棵杨树被
清理干净，清理出来的土地需要硬化。业委会
主任王兴科说，居民停车难，硬化土地可以解
决部分车辆停放的问题。在龙山社区工作人员
和业委会的监督下，公安局家属院物业管理方
硬化了路面，家属院居民停车也比之前更加方
便了。为了方便管理，公安局家属院业委会还
为每栋楼指定了楼长，由楼长负责搜集居民意
见，协调物业、业委会与居民的关系。

去年冬季，公安局家属院业委会提出自来
水一户一表改造需求。近期在龙山社区工作人
员的积极协调下，公安局家属院被纳入到了今
年的东昌府区老旧小区改造计划，届时不仅改
造老旧小区外墙、路面，自来水一户一表改造
也将同时完成。业委会主任王兴科说，现在家
属院运转良好，改变了过去物业服务不到位、
居民抱怨多的局面。

柳园街道龙山社区书记张玉兵说，老旧小区
治理后的维护一直是工作的难点，要了解居民需
求，发挥业委会自我管理作用，业委会与社区共同
监管物业公司的管理是否到位，让小区的运转顺
畅起来，才能防止老旧小区治理后不走样。

东昌府区探索老旧小区治理长效机制

创城：社区、物业、业委会三方合力

□记者 高田 报道
本报聊城讯 8月8日至9日，在上海出席

2019山东聊城（上海）“双招双引”推介会的聊
城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爱军，率队走
访考察了当地部分企业，推进重大招商项目。

孙爱军一行首先来到荷兰皇家帝斯曼（中
国）有限公司，参观了企业历史墙和实验室。帝
斯曼集团动物营养与保健中国区副总裁王强对集
团发展概况以及在聊企业运营情况进行了介绍。
孙爱军对帝斯曼集团为聊城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
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了聊城的基本情况。双方
就下一步产业园区建设进行了深入交流。

在绿地集团，孙爱军一行观看了绿地集团宣
传片，并与绿地集团董事长张玉良就项目合作等
进行了座谈。孙爱军说，聊城市环境优美、文化底
蕴深厚、地理位置优越、区位优势明显、市场潜力
巨大，已经成为企业大有可为的投资发展热土。希
望绿地集团积极参与聊城市的城市建设，在务实
合作中实现互利共赢。张玉良表示，绿地集团将在
聊城积极谋划投资机遇，加快推进高铁新城项目
进度，努力为聊城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

在柯马（上海）工程有限公司，孙爱军一行
参观了生产车间。在听取了柯马在中国的经营情
况和对聊投资项目情况的介绍后，孙爱军表示，
对聊城和柯马公司的合作充满信心，聊城市和东
昌府区将全力以赴做好配合工作，争取项目早日
落地达效。

孙爱军率队赴沪走访考察

□记者 孙亚飞
通讯员 许永飞 岳良其 报道
本报冠县讯 8月10日，山东省2019高层次

人才冠县行活动启动。12位金融、技术等领域的
专家齐聚冠县，对接需求、“把脉问诊”，为当地新
旧动能转换、经济高质量发展助智助力。

据了解，山东省2019高层次人才基层行系列
活动是省高层次人才促进会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
品牌活动，现已连续举办4年，累计20余场。冠
县在前期对区域内融资、人才、技术需求摸排的
基础上，积极对接省高层次人才促进会，邀请相
关方面的高层次人才、专家来冠县对接合作。其
间，金融专家和技术专家分别进行了企业资本运
作与融资讲座和创新成果路演推介，并深入到店
子镇灵芝产业园、新瑞集团、冠星集团、冠州集
团、星瀚材料等企业实地考察。

围绕实现更高质量、更高层次的发展，冠县着
力打造宽松的人才环境，突出“高精尖缺”和产业
需求导向，坚持“不求所在但求所用”的办法，通过
政策支持、项目对接、智力合作等方式，打造靶向
明确、精准发力的人才引进新机制。同时，该县对
高层次人才来冠县创新创业实行一厅式办证，一
站式服务；出台优惠的人才政策，对各高校、研发
机构等方面的项目，大力进行财政扶持；对重大顶
尖人才项目，按照“一事一议”的方式给予重点支
持，真正让人才进得来、留得住、用得好。

12位专家

为冠县“把脉问诊”

□记者 肖会
通讯员 张同耀 报道
本报聊城讯 8月11日，聊城经济技术开发

区（以下简称“开发区”）召开专题会议，通报
全区防汛防台风工作情况，并对全区的防汛防台
风工作进行强化部署。

面对台风肆虐，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立即
启动应急预案，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和24小时值班
制度及报告制度。会议要求，各部门要紧盯特殊
区位、特别地方、重点行业、重点人群，认真、
全面、深入地排查各类险情和隐患，特别是农村
危房、河道、闸口、城区排水、电力设施等，强
化责任，采取措施，千方百计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备足、备全防汛物资，把各项防汛预
案做实做细，落到实处，确保万无一失，坚决打
赢防汛防台风歼灭战。

聊城开发区强化部署

防汛防台风工作

□记者 高田 李梦
通讯员 韩笑绚 报道
本报聊城讯 为确保“人新业务不生”，

打通第一书记工作的神经末梢，日前，临清
市对症开方，结合脱贫攻坚工作，在全市开
展第一书记“沉一线、抓整改、促落实”调研
活动。采取“以干代训”岗位练兵的方式，快
速提升37名新任第一书记履职能力，助其在
一线实践中增长本领，尽快成长为农村工作
的行家里手，打造出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
强、作风优良的高素质第一书记队伍。

开展调研前，采取讲座、座谈等形式对
第一书记进行集中培训。在调研过程中，设
置了因村制宜的调研提纲，设计了《入户调
查访谈表》，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针
对脱贫攻坚各项重点任务，重点调研基层
组织建设情况及“两不愁三保障”、饮水安
全、各项扶贫政策举措落实情况，了解村民
家庭组成、收入来源、帮扶措施、生活现状
等，关注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空巢老人、病
残儿童和困难家庭留守儿童的帮扶情况，
增强第一书记对农村工作的了解，为当好
驻村干部夯实了基础。

“通过这种‘以干代训’的方式参与村级
工作，我系统学习了组织建设、脱贫攻坚等
政策知识，了解了村情民意，自身工作能力
得到了提高，信心和干劲更足了！”近日，康
庄镇王坊子村第一书记张立达深有感触地
说。活动中，他先后到30多个村210户群众家
中进行了调研。

为使第一书记尽快进入角色，临清市明
确了“该走到的走到、该看到的看到、该问到
的问到”的要求，给第一书记布置“作业”、安
排工作，引导第一书记进村入户了解实情、
宣传政策、发现问题、落实整改。通过一点一
滴的工作，学会与村民建立良好关系，学会
与群众打成一片，提高在基层的组织协调能
力，也增加基层干部群众对第一书记的认同
感。同时成立核查组，对调研情况进行核查，
有重大失误的进行通报、约谈、淘汰，倒逼第
一书记以饱满的精神状态、端正的工作态
度、高标准的自我要求投入到农村工作中。

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带头人队伍建
设、“多村一社区”体制改革、村党支部领办创办合作社、
软弱涣散村治理等专题调研活动中，也吸纳了第一书记
参加。牢牢抓住第一书记思维活跃、视野开阔、接受信息
快和敢想敢干的优势，组织开展建言献策活动，积极引导
第一书记为乡村振兴提建议、出点子，鼓励第一书记推陈
出新、不拘一格想问题；鼓励第一书记突破层面、多个角
度看问题；鼓励第一书记打破常规、多种方法解问题，从
而实现工作方式方法的创新。目前，第一书记们已提出有
效建议102条，谋划村级工作思路50多项。

农村工作头绪多，第一书记刚到村里工作，容易陷入琐
碎事务之中，找不到工作着力点。临清市注重引导第一书记
突出问题导向，深入村户、田间地头听取意见，通过向基层
学习、向群众学习，不断提高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不断增强抓党建强班子、兴产业促发展、办实事
解民忧的能力。第一书记们已调研走访74个村960户贫困
户，发现问题341个，明确了下一步工作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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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孙亚飞
通讯员 朱桂林 报道
本报聊城讯 根据聊城市气象局发

布的雨情信息，8月9日20时至10日6时全
市平均降水量56 . 3毫米，其中高唐平均降
水量为111 . 7毫米，为各县(市、区)之最，给
高唐县迎战台风，防洪抗汛带来巨大挑
战。

为应对本次强降雨，高唐县委、县政府
要求各部门积极应对，提前防范，县主要领
导现场指挥调度各项防汛抢险工作。

高唐县防汛抗旱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于10日6点便赶到防汛一线，及时排查险
情并疏导。全部打开城区80余座泄洪水
闸，并通过视频监控系统实现全面监测，
对泄洪不畅的部分水闸及时进行疏导处
理。对部分低洼积水区域，采取人工抽水
形式及时进行排涝。

高唐县住建局班子成员早上6点便
来到梁村水闸查看泄洪情况。同时，在城
区积水严重路段，工作人员及时打开井

盖，清理垃圾，及时排涝，预防人车掉入，
全力保障市民人身安全。

高唐消防大队官兵第一时间赶到现
场展开救援。在积水较为严重的地段，他
们有的搀扶老人，有的操控皮划艇，做好
人民群众及财产安全转移工作。

高唐县公安局第一时间启动相关处
置预案，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交通、治安
秩序维护工作。特巡警、机动队、治安及
各辖区派出所迅速启动一级响应，出动
警车30余辆，派出巡逻警力160余名，配备
拖车绳、救生衣等装备器材，全面做好巡
逻及应急救援工作，重点防范城区低洼
易涝地区及易积水路段。截至目前，警方
先后接受群众求助210余人次，帮助车辆
脱困50余辆，对隐患地点排查89处。

突降大雨，许多农田积水，对农作物生
长造成不利影响，高唐县农业农村局迅速
行动，全力以赴开展雨后农业抗灾救灾工
作，帮助群众防御台风灾害。组织20余名技
术人员和保险公司人员，分成5个小组，到

各镇街实地了解受灾情况，指导农户及时
科学地加强田间管理。县镇村三级科技服
务队伍一起行动起来，迅速拿出技术指导
意见，通过现场指导、转发微信群等途径广
泛推广玉米、棉花、设施蔬菜等雨后管理技
术和农业防灾减灾措施。

在这次强降雨中，聊城市最大降水
量出现在高唐县姜店镇。姜店镇及时启
动三级应急响应措施，落实领导全天带
班、夜间值班制度。该镇提前给沿河各村
分发了编织袋、手持式探照灯、雨衣雨
鞋、扩音器等防汛物资，并更新充实村级
防汛物资储备库。提前发动群众以及种
棚户疏通排水通道、沟渠，雨后广泛动员
村干部和群众对积水进行疏通。将徒骇
河12个涵闸全部提到最高，对企业用电、
农业大棚、田间排水、暑假民办幼儿园、
贫困户危房等情况进行全方位排查，切
实做到领导到位、人员到位、装备到位和
监控到位，确保不造成重大财产损失，确
保安全度汛。

聊城最大降水点高唐县各界应对台风

应对强降雨，他们冲在第一线

□图片制作 蒋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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