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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田可新
通讯员 杨荣超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社会治理向基层下沉，也
就意味着下沉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今年
以来，历下区以党建为引领，以网格为基
础，不断推动治理重心下移，推进基层社会
治理体系建设。截至目前，该区共划定基础
网格860个，专属网格354个，截至目前，全区
参与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的各类人员达到7548
人，实现了“基础力量一员一格，专业力量
一员多格，联动力量一格多员”。网格员及
时处理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涉及城市管理、
民生服务、矛盾纠纷等方面事项6万余件，赢
得了居民群众的认可，收到锦旗50余面，感
谢信80余件。

日前，历下区文化东路街道和平路第三
社区网格员李俊华收到居民反映油烟扰民问
题，在“网格吹哨、科所队报到”工作机制
下，街道市场监管、综合执法、环保等科室

组成联合执法组到达现场、处理完结，前后
只用十多分钟就处理完毕，获得了居民的大
力肯定。这正是历下区基层社会治理的常
态。历下区全面推行支部建在网格上，实施
“工委+专委”模式，即在全区13个街道党工
委吸纳480多家驻区单位进入专业委员会，在
进一步提升区域治理精细化、服务专业化水
平的基础上，推动1500余名机关干部下沉网
格、充实力量。当遇到需协调多方力量共同
解决的问题时，网格员可“吹哨”召集专业
力量，助推解决网格问题。

在“吹哨应哨”过程中，网格员和网格专
业力量可互评打分。网格员采集、上报信息，
网格专业力量接单、处理问题，每个环节都清
楚地记录在“爱尚历下”App上。通过各方力
量的协调联动，历下区基层社会治理真正做到
了“街道吹哨、部门报到”。为了提升网格化
治理的效率，加大对专业力量下沉的调度，历
下区打造全区基层治理的“智脑”——— 区城市

运行指挥中心，全面打通社会治理、12345和
12319热线三个平台。目前，指挥中心平台已联
通27个部门的58个信息系统，接入5000多路视
频监控，设置社会治理、应急指挥、经济运
行、社情民意、民生服务、街道分中心和会议
系统7个子板块。

平台搭建、人员配齐，还需要提升这支队
伍的“职业化”素养。为此，历下区分别在区
委党校和燕山街道挂牌成立了“网格学院”，
按照分批、集中培训的方式，对所有网格员进
行全面系统的培训。在全省首家街道“网格学
院”——— 燕山街道“网格学院”中，创新设置
了6大实景培训模块、42套标准化流程，通过
研讨深学、导师带学、实景践学等形式，建设
了建管孵培一体化培训基地。同时，设置了1
个协商议事长廊、2个网格商超、3个楼院、4
个户外实训基地作为户外实践锻炼点。一旦在
实操中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网格员就能在
“网格学院”内向导师寻求指导和帮助。

1214个网格撑起了历下区基层治理的骨
架，而活跃在各社区的1000余支特色志愿服务
队则充盈了基层治理的血肉。历下区居民正享
受着“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带来的幸福感。
泉城路街道芙蓉街社区的居民遇见难事，就会
自发组织起来到一个院子里喝茶，聊着天就把
问题解决了。在历下区，越来越多的居民主动
参与到社区议事和治理决策上来，有的加入了
全国道德模范房泽秋孝老爱亲志愿服务驿站，
有的组织了“小候鸟课堂”志愿服务队，打造
了社区学童学后托管特色品牌……历下区已经
建立起“1+4+N”模式，即1支全区文明实践服
务总队，志愿服务专业队、街道服务大队、社
区志愿服务特色队、社会机构志愿队4类N支志
愿服务团队的组织架构，逐步形成了自愿参
与、全民参与的志愿服务工作格局。疫情防控
期间，线上线下就有5000多名志愿者参与，共
同构筑了基层社会治理和疫情防控的“志愿长
城”。

队伍职业化 资源全下沉

历下区：网格治理彰显城市之美

□记者 段婷婷 通讯员 李四灵 报道
本报济南讯 9月5日下午，济台康养产业交

流合作恳谈会在济南舜耕山庄举办。
济南市台港澳办主任薛兴海向与会嘉宾介绍

了济南发展机遇、区位优势和产业布局，以及济
台经贸合作情况。薛兴海表示，当前济南正在加
快建设“大强美富通”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着力
打造“科创济南、智造济南、文化济南、生态济
南、康养济南”，“东强、西兴、南美、北起、
中优”的新发展格局加速形成，进入了高质量发
展的机遇期、关键期、黄金期，真诚欢迎更多的
台湾朋友来济南考察交流，探寻产业合作、共赢
发展的机遇途径。市台港澳办将全力提供最优质
的服务、最有力的支撑，让广大台胞在济南创业
更加安心、生活更为舒心、发展更有信心。

与会嘉宾对济南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和招商引
资政策、营商环境予以高度评价。台湾大健康产
业联盟协会主席王国安表示，希望能够与济南有
更大范围、更广领域的交流合作，共赢未来。

济台康养产业交流合作

恳谈会在济举办

□记 者 张鹏程
通讯员 陈东林 赵云霞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农业银行济南槐荫支行
辖属的济兖公路支行员工以认真细致、高度负责
的精神成功堵截电信诈骗，为客户避免经济损失
4 . 1万元，受到客户赞扬。

9月3日上午，一名中年女性客户来济兖公路
支行办理跨行转账业务。出于职业敏感性，柜员
李晗询问客户是否认识对方，客户表示不认识，
并称这是一个大病公益组织的捐款，同时向柜员
展示了公益群。李晗意识到客户可能遭遇电信诈
骗，劝说客户不要汇款。内勤行长董文洁晓之以
理、动之以情给客户揭露电信诈骗的伪装。

在劝说无果后，柜员拨打了报警电话。报警
后，为稳住客户，避免其暴露信息给诈骗组织，
网点负责人李大伟以转账需要填单为由将客户请
至办公室，同时详细询问了转账情况，劝说客户
不要轻信他人，将救命钱搭进去。

民警到达后，客户表示转款4万元将会得到6
万元的补助，民警劝说这是典型的电信诈骗，是
利用客户急需资金的心理弱点展开诈骗。

在农行员工和民警近两个小时的劝解下，客
户意识到自己差点中了圈套，表示不再汇款，今
后一定提高警惕。

银行民警合力

堵截电信诈骗

□ 本 报 记 者 段婷婷
本报通讯员 孟凡庚 郭广猛

日前，章丘区举行“双招双引”项目集中
签约仪式，这是章丘今年以来举行的第三次项
目集中签约。此次32个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
118亿元，涉及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新医
药、新材料、文旅、现代物流等多个领域。
“项目投资规模大、产业契合度高、带动引领
性强，这是广大客商用实际行动对章丘发展投
出的信任一票。”章丘区委书记马保岭说，章
丘围绕“133”产业体系，编制产业地图、招
商地图，出台专门政策，储备了一大批优质项
目群。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长鹿国际旅游度假区
项目签约落地章丘白云湖，总投资30亿元，是

长鹿集团首次跨过长江，在北方布局的旅游项
目。该项目将打造占地2500余亩的国际旅游度
假区，建设6个以上具有休闲旅游度假功能的
文创乐园、12个特色休闲旅游度假酒店，年接
待能力超过1000万人次，带动本地就业岗位1万
多个，努力打造章丘第一个5A级景区，与明水
古城、绣源河华侨城等文旅项目形成优势互
补、协同发展的新格局。

山东明德物业管理集团将整合物业管理、
旅游管理、酒店管理、家政服务、环保科技等
产业，依托章丘丰富的高校资源，打造全国服
务业人才培养基地，力争成为山东省首家A＋
H股的民营企业，打造年纳税过亿的“亿元
楼”。同时，此次签约的还有济南产业发展投
资集团。“此次签约项目，体现了章丘开阔的
战略视野和敏锐的产业眼光，一起规划建设的

山东智慧能源产业园，将以特高压、新能源充
电桩、智慧电力等产业为主导，以‘产业园＋
研究院＋产业基金’的方式，与中意高端前沿
产业园形成产业互动，打造高品质、高产出的
新基建产业链，树立国内产业园区新标杆。”
济南产业发展投资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黄
蓓说。

此次签约的济南中鲁特种汽车有限公司-
特种汽车制造项目、山东博科生物防护品暨
院士工作站项目、韩国Hiturbine株式会社-海
吉光流体机械（山东）有限公司项目、水发
金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项目、山东省机械施
工有限公司总部项目、山东中裕建信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济南研发中心及办公楼项目、
三盛环保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膜处理设备
及EDI设备制造项目等32个项目，既高度契合

章丘“133”产业体系，又聚集在四条走廊周
围。“这充分说明广大客商对章丘产业布
局、营商环境十分信任，也为章丘融入‘东
强’战略注入了‘硬核力量’。”区委副书
记、区长边祥为说。

这份“硬核力量”的背后，是章丘聚力
“双招双引”的创新务实之举。章丘区以明水
经开区体制机制改革为动力，整合打造济东智
造新城、刁镇化工产业园两大龙头，加速中意
高端前沿产业园、中白新材料产业园等八大园
区建设，为“双招双引”搭建平台。同时，打造
有担当、懂政策、精业务的招商引资团队，成立
四个产业招商专班，推行专业招商、以商招商、
中介招商，借助社会化力量拓宽招商引资渠
道。章丘还绘制产业招商地图，出台优惠政
策，营造了亲商服务、聚力发展的浓厚氛围。

32个项目集中签约章丘，总投资118亿元

章丘为融入“东强”战略注入硬核力量

□记者 王健 通讯员 刘刚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今年以来，济南市槐荫区切实

落实社会救助工作相关要求，推进城乡社会救助
标准一体化政策落实，挂牌成立区级未成年人救
助保护中心。积极推进社会救助制度城乡统筹，
加大农村社会救助投入，8月25日出台《关于调
整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农村特困人员救
助供养标准实现城乡社会救助标准一体化的通
知》，确定自2020年10月1日起，统一城乡居民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
准，将农村低保标准、农村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
准分别由每人每月494元和每人每月643元提高到
740元和1110元，加快实现城乡救助服务均等化。

推动社会救助保民生兜底线作用充分发挥，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投入76 . 5万元引入专业
社工力量，落地“护航成长”儿童福利社会工作
服务项目，全面启动“大力水手”儿童主任增能
计划，为全区近200名儿童主任发放每人每月100
元的工作补贴，全方位提升基层儿童关爱服务队
伍专业素养和服务水平，推进形成社会救助合
力，坚决兜住兜牢基本民生保障底线，助力决战
决胜脱贫攻坚。

槐荫区推进城乡

社会救助标准一体化

□记者 赵国陆 报道

本报济南讯 9月8日，记者从济南市生态

环境局获悉，8月份镇（街道）环境空气中可

吸入颗粒物（PM10）考核排名公布。章丘区

龙山街道浓度最高，商河县沙河镇浓度最低；

钢城区艾山街道同比改善幅度最大，长清区双

泉镇同比恶化幅度最大。综合考核得分排名倒

数第1位至倒数第10位的镇（街道）分别为：

章丘区龙山街道、长清区平安街道、章丘区宁

家埠街道、商河县许商街道、章丘区绣惠街

道、长清区双泉镇、章丘区高官寨街道、相公

庄街道、枣园街道、双山街道。
8月份综合考核得分排名第1位至第10位的

镇（街道）分别为：钢城区艾山街道、长清区

孝里街道、南部山区仲宫街道、槐荫区美里湖

街道、商河县玉皇庙镇、平阴县孔村镇、槐荫

区吴家堡街道、天桥区桑梓店街道、历下区龙

洞街道、商河县沙河镇。
8月份可吸入颗粒物同比恶化幅度最大的

1 0个镇（街道）分别为：长清区双泉镇 -

42 . 5%、平安街道-36 . 5%、五峰山街道-34 . 2%、

章丘区龙山街道-33 . 9%、垛庄镇-33 . 3%、宁家

埠街道-32 . 7%、莱芜区茶业口镇-30 . 0%、商河县

许商街道-29 . 6%、南部山区柳埠街道-29 . 0%、

章丘区双山街道-28 . 9%。
8月份可吸入颗粒物同比改善幅度最大的

1 0个镇（街道）分别为：钢城区艾山街道
28 . 6%、槐荫区美里湖街道27 . 3%、长清区孝里

街道25 . 8%、平阴县孔村镇23 . 8%、天桥区桑梓

店街道21 . 9%、槐荫区吴家堡街道21 . 3%、钢城

区颜庄街道20 . 5%、历城区王舍人街道19 . 7%、

莱芜区高庄街道19 . 5%、牛泉镇18 . 7%。

8月镇街空气质量

排名公布

□记者 赵国陆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济钢片区绿色生态基础设施项

目近日正式启动，占地近45公顷的中央森林公园
准备开建，这标志着济钢原址在停产、拆迁之
后，开始由重工业园区华丽转身为城市“绿
肺”，进入建设快车道。绿化生态基础建设先
行，也引导了片区开发的新模式。

据悉，济钢片区中央森林公园总占地44 . 92
万平方米，面积相当于现有的泉城公园，位于整
个片区开发区域的核心位置，打造济钢绿色生态
“核芯”。公园绿化率达到86 . 33%，以森林为公
园的设计基底，建成后将成为城市的生态“绿
肺”，塑造片区的自然生态文明及宜居的片区人
居环境。公园中心打造起伏的高地、花谷，真实
还原自然野趣，让城市居民“出门即回归自
然”。环形道路、栈道、健身球场、跑道等满足
健身、休闲的需求，极大地提升生活品质。

在济钢片区中央森林公园东南侧，将保留济
钢工业建筑3200高炉，与公园绿色生态交相呼
应，将往日工业生产的火热繁忙与今朝绿色生态
的活力迸发对比展现。通过巧妙的设计，环绕高
炉的叠水景观，将工业文明遗址和生态文明景观
有机衔接。公园东侧后续还将重塑穿越整个片区
的韩仓河河道，两岸将建设集景观、健身绿道等
多种功能为一体的景观风貌带。

根据规划，济钢片区总用地面积约10 . 49平
方公里，将形成“一芯、一环、两带、多组团”
的空间结构。“一芯”即结合工业遗产打造都市文
化公园；“一环”即联通华山白泉景观廊道、串联邻
里中心与中央绿芯的生态慢行绿环；“两带”即工
业北路产业发展带、韩仓河生态景观带；“多组团”
即由绿环、绿轴分割成多个居住、商务组团。

济钢原址

开建中央森林公园

□记者 张鹏程 申红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位于济南国际金融城

片区的泊寓丁家庄项目，130余名高层次人才
入住新家。作为济南市实施高层次人才服务保
障政策后首个交付使用的市级人才公寓，泊寓
丁家庄项目将陆续迎来400余名优秀人才，为
做好“双招双引”工作、吸引更多人才来济南
干事创业、创新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和全面支
持。

安居才能乐业。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济
南为吸引、留住人才着力建设住房保障体系，
除了针对外来务工、中低收入户籍家庭、新就
业无房职工的保障住房之外，还实施了高层次
人才服务保障政策，为中高层次人才提供过渡
性住房支持。

“人才公寓建设有别于公租房，其针对的
人群为高端人才，他们对居住品质和配套设施
都要求更高，因此在选址及建设上也要有更为
全面的考虑。”济南市保障性住房服务中心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接到人才公寓房源的筹集
任务后，他们便组织人员进行了调研，发现高
端人才工作地多集中在城市的经济开发区及园
区，其对房源的需求不像公租房那么大，但对
居住品质要求更高，且不少人才由于工作性质
原因，具有一定的流动性，时常在一段时间内
往返于两地之间。

综合上述因素，济南市确定了人才公寓的
建设方式及运营管理模式：人才公寓位置选在
城市的开发区及园区，且要交通便利、周边配
套完善；房源筹建数量根据每年人才居住需求

情况确定，不宜大批量建设，防止过多闲置；
建设方式采取租赁准现房形式快速筹集房源，
装修配置家具后即可安排入住；公寓室内装修
为精装修并配置必需的生活家居，达到随来随
住的标准；公寓管理运营委托专业运营管理公
司承担，不但节省人力、物力和财力，还可以
确保运营管理质量和服务水平，以满足人才公
寓高品位居住需求。

“此次交付使用的泊寓丁家庄项目便是济
南完善人才安居保障体系的落地之举。”济南
市保障性住房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人才
公寓建设此前并没有经验可以借鉴。为了做好
这项工作，中心结合全国其他地市做法，在参
考公租房、社会普通公寓建设配备及运营管理
相关经验的基础上，分析了济南市人才等级划

分、数量和安居需求，经多次商讨研究起草了
《济南市市级统筹人才公寓分配及使用管理规
定》，明确人才公寓可通过三种渠道筹集，选
址上遵照产城融合、职住平衡的原则，“高端
优先、属地管理”，结合房源实际，综合人才
层次、业绩评价、引进时限等因素分批次分
配，并提供相应的租金优惠政策。

以泊寓丁家庄项目为例，该项目位于济南
市历下区奥体西路以东、大辛河以西、工业南
路以南、新泺大街以北，周边大型医疗企业、
商场及银行金融机构聚集，文化、经济氛围浓
厚，配套完善，交通便利。就项目本身而言，
共计409间公寓户型涵盖单身公寓、一居室、
两居室、三居室，可满足单身精英、科研团队
及家庭式居住需求。

济南首个市级统筹人才公寓交付使用
400余名优秀人才将陆续入住

□记者 赵国陆 报道
9月6日，济南市图书馆新馆自习区420个座位一座难求，市民求知的热情高涨。重新开放的济南市图书馆自习区实行座位预约制度，控制人数，

避免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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