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为群众办实事

  □ 本 报 记 者 王洪涛 曹儒峰
    本报通讯员 张 磊 纪宗玉

  走进位于肥城高新区的润丞包装材料产业
基地，生产线上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该项目
今年4 月下旬签约，8 月实现投产，至今营业
额已超千万元。
  “骏马”速度源自“蜗牛”带来的压力。肥城
高新区开展“项目比拼打擂”活动，根据项目进
度、问题化解等，设立“骏马、黄牛、蜗牛”榜单，
42个项目分别明确一名领导包靠。
  受疫情影响，润丞包装材料产业基地建设
缓慢。6 月揭榜，项目出现在“蜗牛榜”，这让包
靠项目的区投资促进二局局长汪杰脸上挂不
住了。
  不强调客观困难，誓摘后进争先进。原材
料进不来，帮忙办理“泰畅通”，专人盯靠车

辆进出高速路口；工人不足，派专车从济南请
来师傅，吃住安排在现场……根据最新榜单，
“蜗牛”变“骏马”，让汪杰挺直了腰板。
  “对比展示差距，差距激发干劲。全区上
下形成了争先恐后推项目的良好氛围。”肥城
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赵衍水说，
“骏马榜”已由 15 个增加到 21 个，“蜗牛
榜”由6个减少到4个。
  这是肥城市深入开展机关作风集中整顿活
动取得的实效。自机关作风集中整顿活动开展
以来，肥城市拿出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的决心和
勇气，坚决纠治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突出
问题，聚力推项目、育产业，提升经济发展活力。
  9 月19 日，总投资33 亿元的赫里欧新能源
项目一期工程投产，生产规模将达1GW、年
销售收入16亿元。项目从洽谈招引到达产仅用
时100 天，生动演绎了肥城新型工业化强市建

设的“速度与激情”。
  今年以来，该市深入实施新型工业化强市
战略，规划布局“321X ”产业体系，重点培
植锂电新材料、盐穴储能、特种钢铁、环氧高
端化工、建筑安装等五大优势产业，工业经济
发展速度质量同步提升。
  项目建设的加速度离不开优良的营商环
境。中秋假期，肥城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局长尹
丽带领局班子成员加班加点研究推出《工业化
强市服务保障十条》。节后上班第一天，围绕
即将开工的宁夏汉尧新项目，提前介入，拉出
了全流程行政审批服务事项清单。
  1-8 月，肥城市新登记各类市场主体8451
家，同比增长27 . 4% ，创泰安各县（市、区）
最高增幅；投资620 亿元的48 个绿卡项目快速
推进，稳居泰安各县（市、区）首位。“作风
整顿重在改、贵在新。我们坚决做到不搞形

式、不走过程、不务虚名，推动全市营商环境
持续改善。”尹丽说。
  作风整顿，关键在为民服务。新城街道是
肥城市主城区，承担着32 . 6 万人——— 近肥城市
三分之一群众的服务工作，仅小区就有410个。
  为延伸服务民生触角，新城街道建立起“街
道—村（社区）—网格—微网格”四级治理体系。

“我们将辖区细分为基础网格162 个、微网格464
个、专属网格36个，配备网格长、专职网格员，逐
步实现‘人在格中走、事在格中办、难在格中解’
的格局，聚力打造‘入网联心、民呼我为’品牌，
实现微网格天天见，让群众更安心。”新城街道
党工委副书记魏真说。
  如今行走在肥城，机关作风整顿正一步步
走深走实，主动干事的氛围越来越浓厚。 1—
8 月份，肥城市规上工业总产值和增加值两项
指标增幅均列泰安各县（市、区）第一位。

蜗牛缘何变骏马
肥城市坚决纠治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问题

  □ 本 报 记 者 王洪涛 刘涛
    本报通讯员 赵 洁 杨振

  “相比之前，这次清理工作更细、更
实。”谈起农村“三资”清理，新泰市西张庄
镇东张村党支部书记何国说，“拿我们村来
说，村里之前共签了 61 份合同，以为都在执
行，没啥问题，结果律师一查，有 58 份不规
范，需要重新补签协议。”据了解，通过此次
清理，该村共清出40多万元应收款，目前已追
缴完成8 . 3 万元。
  今年5 月，新泰开展农村集体“三资”清
理和宅基地审查规范提升行动，将866 个村分
别划分为难点村、中间村和规范村，采取专班
清查、乡镇互查的方式，市乡村三级强化统

筹，联动发力，效果显著。
  在泉沟镇黄崖村，村党支部书记李光永手
拿一张测绘图，上面清楚标出了每块山岭地的
“四至”，这在之前是没有过的。为彻底解决
村集体“三资”问题，该村聘请第三方，在全
市率先使用GPS清出被无偿占用的集体山林、
荒地320亩，村集体年增收近10万元。
  “原来村民包山头靠划片，这片几亩、那
片几亩，都是估的，很不准。这次通过GPS测
量，把沟沟坎坎、边边角角都量清楚了，就连
地上的附属物也都查明白了。”李光永说。
  黄崖村村民徐西斋之前承包了一个山头，
当时合同面积签的是7 . 5 亩，结果通过这次测
量，实际面积是27 . 995 亩。除去个人责任田，
他多占了村集体16 . 715 亩地，按规定他一次性

补缴了11万余元。
  为把农村集体“三资”清理工作开展得更
加深入、彻底，此次专项行动由市委书记亲自
挂帅，每月调度一次情况，领导小组4名市领
导每周调度一次。 5 个督导组每周下沉镇村一
线督导，目前已清查整改问题70余个。
  尤其对124 个难点村，新泰从市直部门抽
调33 名骨干，组建专班开展全面清查。对642
个中间村，从乡镇抽调100 名业务骨干，通过
乡镇互查逐村过筛。
  截至目前，全市 20 个试点村全面完成，
329 个村启动问题核查，清理出耕地、林地、
“四荒”等资源8856 . 41 亩。
  家底盘出来，搞活是关键。在羊流镇徐家
庄村党支部会议室，一块印着农村合作社的牌

子挂在门口，格外醒目。今年，该村通过开展
农村集体“三资”清理工作，共清出400 多亩
土地，村委会主任徐明明准备利用这些土地发
展产业。“我们在村东南方清理出一个上百亩
的沙坑，计划建藕池，由合作社统一运营，目
前已经向省里打了报告，正等待批复。”徐明
明说。
  放城镇西石井村清理出1000 平方米闲置院
落，准备建设搅拌机设备维修厂，并对外发
包，预计年可增收4 . 9 万元；谷里镇西朱村通
过联查小组、村小组长、村民代表等交叉实地
测量土地，收回集体土地254 . 5 亩，用于种植
大球盖菇，预计村集体年可增收40万元；刘杜
镇光明东村利用旧村拆迁后的闲置地建设仓储
设施，预计年增收65万元。

新泰329个村清理出耕地、林地等资源8800多亩

三资清理盘家底 乡村振兴添动能

  □曹儒峰 杨文洁 报道
  本报泰安讯 “多亏公司所有职工都参加
了工伤保险，为我们撑起了保护伞。”泰安东部
某公司一名职工在进行模具生产时，因操作失
误，左臂不慎被机器挤伤，住院治疗花费数十
万元。而经工伤保险报销后，职工个人只承担
了其中一小部分。
  近年来，泰安市泰山区探索建立科学、规

范、高效、便民的工伤保险工作模式，参保扩
面、工伤认定、待遇保障、宣传预防、人员培训
等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有力保障了用人单位
和参保职工的合法权益。
  泰山区人社局聚焦中小微企业、建筑业、
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等重点人群，探索建立和
完善多层次工伤保险体系，提高抵御工伤风险
能力。去年以来，全区建筑领域按项目参保新

增130 个，3786 名农民工纳入工伤保险参保范
围，征缴工伤保险4329万元。
  为维护用人单位和职工的合法权益，泰山
区成立了区级工伤认定委员会，每月定期召集
相关部门、科室，会商、研究疑难案件。针对社
会影响较大的重大疑难工伤案件，泰山区建立
起工伤预防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同时，邀请医
学专家、法律顾问和企业界人士进行专题研

究，防止出现认定误差。对事实清楚、权利义务
明确的工伤认定申请，通过快速调查，在守住
底线的前提下，稳中快进、能快则快，实现7天
内办结；对较大伤亡案件，主动介入、优先受
理，安排专人靠上，力争最短时间内实现解决。
  数据显示，泰山区每年受理审查工伤案件
近300 件，近两年案件的行政复议及诉讼胜诉
率均达到100%。

工伤保险为职工撑起保护伞

  □记者 曹儒峰 
  通讯员 马鑫 崔滋林 报道
  本报泰安讯 自9月13日开始，泰安市泰
山区、岱岳区、泰安高新区、泰山景区、徂汶景
区相继发布《开展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资格
网络常态化申报的公告》，全面开启泰安市区
公租房实物配租常态化线上申报，首批次申报
时间截至9月30日。今后住房困难家庭不出家

门、登录“安居齐鲁”微信公众号就能申报租赁
公租房了。
  今年以来，泰安市房产管理服务中心聚焦
群众急难愁盼的住房问题，从强化信息化管理
入手，利用“安居齐鲁”微信公众号，从简化提
交材料、优化资格确认流程等方面，研究设计
了“泰安公租房申报”模块。继聊城之后，泰安
成为我省第二个通过省级微信公众号平台实

行线上申报公租房的地级市。
  本次公租房实物配租资格申报主要面向
城镇低保、低保边缘（低收入）和其他中低收入
住房困难家庭，申请家庭须同时符合夫妻至少
一方为市区城镇户籍、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
35480 元、家庭无住房或者自有住房人均建筑
面积低于12平方米等条件。
  近年来，泰安市房产管理服务中心坚持房

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突出住房
的民生属性，多次调整住房保障准入标准，逐
步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实物和货币
互补、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把让人民群众“住
得上”“住得好”作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构建
了保障性租赁住房、公共租赁住房、住房租赁
补贴“三位一体”住房保障新格局，努力实现泰
城人民住有所居、住有优居。

泰安市区公租房可常态化线上申报

  □刘涛 焦萌
   胡晓晨 报道
  本报泰安讯 今年以来，泰安
市岱岳区将家风建设作为推动作风
建设的重要抓手，围绕“廉洁治家

•清风传家”主题开展“四廉”活动。
  发廉信，倡导廉洁治家新风尚。
聚焦作风整治重点，向全区党员干
部发出《清风廉韵润心田、修身齐家
谱新篇》的一封信，向党员干部家属
发出《倡勤廉家风、建和美家庭》倡
议书，通过双向提醒，让党员干部时
刻绷紧纪律规矩之弦。
  办廉展，弘扬古今勤廉好家
风。积极承办齐鲁好家风暨泰安
“清廉传家”主题展，充实区内勤
廉人物事迹和优秀家风故事，引导
党员干部见贤思齐，激发攻坚克
难、干事创业、廉洁奉公的内生
动力。
  观廉影，打好正反教育组合拳。
挖掘整理全区廉洁家风文化资源，
组织拍摄《家风传承、德润千秋》微
电影，引导党员干部传承好家训、订
立好家规、培育好家风、涵养好作
风。在全区范围内开展警示教育，编
发《镜鉴——— 党员干部违纪违法典
型案例警示录》1000 余份，组织观看
警示教育片90 余场次，让党员干部
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进一步筑
牢深化作风建设的思想根基。
  建廉家，凝聚廉洁齐家向心
力。探索“现场教学+承诺签字+
交流座谈”模式，先后分两批组织
54名干部家属参加“廉洁治家·清
风传家”家庭助廉活动，通过现场
观摩学习、签订助廉承诺书、举办
座谈会等方式，释放家风文化正能

量，以清廉家风涵养优良作风，全力营造风清气
正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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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曹儒峰
  通讯员 李云涛 报道
  本报泰安讯 近日，“和美
家庭，幸福岱岳”家庭教育讲师
团公益巡讲活动走进泰安市岱岳
区山口镇中心小学。家庭教育讲
师团团长、岳峰小学副校长尹延
红以“榜样、坚持、陪伴、鼓
励” 4 个关键词，以“会说话、
会鼓励、会辅导、会配合” 4 种
陪伴方法为主线，给家长们上了
一节生动的家庭教育课。
  作为山东省首批全环境育人
实验区，岱岳区以家校社共育实
践探索为实验任务，推进教育教
学改革，聚焦多元共生新模式，
构建协同育人新生态，不断完善
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的
教育网络，打造“1234 ”家校社
共育岱岳品牌，通过建立健全家
校社协同育人机制，形成家校育
人合力。
  岱岳区教体局指导学校建立
健全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制度、举
办家长学校、建立家访制度、健
全教学开放日机制，成立家长委
员会，成立家庭教育讲师团，形
成同心、同向、全方位、立体化
的家校社共同体新模式。
  同时，依托“家长空间”
App ，搭建覆盖85 所学校4553 名
教师和5 . 97 万个家庭的公益性沟
通交流平台，推进“双减”政策
平稳落地，打造区、校两级网上
家长学校品牌，目前已有1089 . 8
万人次参加了课程学习。
  岱岳区有14 人考取了全国高
级家庭教育指导教师，21 人成为
山东省家庭教育专家，30 名教师
入选区课程研发名师工作室。近
日，岱岳区家庭教育讲师团获评“山东省家庭教
育优秀志愿服务队”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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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刘涛
  通讯员 韩敏 苗海鹏 报道
  本报泰安讯 9 月19 日，泰安市岱岳区“营
造好环境”系列活动启动，活动将持续到年底，
其间将开展环境卫生大清理、安全隐患大整改、
矛盾纠纷大调处、互助服务大普及、物业服务大
改进、和美风尚大倡树等十项活动。

岱岳区启动

营造好环境系列活动

  □记者 刘涛 通讯员 刘传录 报道
  本报泰安讯 近日，泰安市岱岳区粥店街道
召开第一届选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听取了粥
店街道办事处工作报告。此次选民代表会议是扎
实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保证人民的知情权、参
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具体举措。

粥店街道

召开选民代表会议

  □记者 刘涛 通讯员 吴允峰 报道
  本报泰安讯 今年，泰安市司法局聚焦优
化营商环境创新提升行动，发挥优化法治环境
工作协调机制平台作用，推动建设坚实的社会
信用体系、高效的执法司法体系、精准的法律
服务体系，筑牢优化营商环境法治基石。
  建立政府机构诚信监测治理机制，实现
政府机构失信被执行人连续三年动态清零。
打造“信用预警+信用修复”政务服务品牌。
上半年，指导完成企业信用修复719条。
  搭建“信易贷”一站式服务平台，累计
发布个性化信贷产品254个，数量位居全国第

三位，已实现授信1527 笔 220 . 91 亿元。推进
“无证明城市”建设，压减证明材料3400 余
个，压减比达到55%。
  建立“项目警官”“企业秘书”制度，
对重点项目实行“一对一”包保，2106 名项
目警官走访企业 3945 家次，解决难点问题
1243件。
  实行涉企警情快速响应机制，侦办涉企
经济案件13 起，避免及挽回经济损失200 余
万元。开展拖欠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债务
案件专项执行行动，执结涉企业案件 5884
件，到位金额21亿元。

  同时，泰安坚持末端处理与前端治理相
结合，打造企业合规管理法治链条，在全省
率先成立企业重大法务风险防控服务中心，
解决企业法务难题180余个。
  开展“法治体检·送法进企业”活动，
组建专家服务团、律师服务团，实现重点国
有企业“法治体检”全覆盖，开展中小微企
业“法治体检”116场次。
  整合律师、公证等法律服务资源，化解
涉企纠纷近1000 件。发挥市金融纠纷调解委
员会作用，解决金融纠纷200余件，涉及金额
1000余万元。

泰安重点国企法治体检全覆盖

  □记者 曹儒峰 通讯员 马红 报道
  本报泰安讯 9 月17 日，2022 年泰安市泰山
区农民丰收节暨第三届猕猴桃采摘节开幕式在省
庄镇亓家滩村举行。据了解，省庄镇已连续三年
举办采摘节，让猕猴桃成了乡村振兴的“致富
果”，拓宽了当地村民增收致富的路子、增加了
村集体经济收入。

泰山区

猕猴桃采摘节举办

  □记者 刘涛
  通讯员 张浩 报道
  近日，泰安市岱岳区司法
局、岱岳区法律服务行业党委在
粥店街道泮河社区开展“党建引
领聚合力 法治同行解民忧”社
区法律服务活动，助力“七星”
和美社区创建工作。

  □记者 曹儒峰
  通讯员 高军 程家乐 报道
  本报东平讯 今年以来，东平县开展干部
“夺旗争先”工作，考准考实干部政治素质。根
据每季度重点工作完成情况对主要负责同志进行
考核评价，实行一季度一评比一排名一通报，考
核情况作为班子调整和干部使用的重要依据。

东平县考准考实

干部政治素质

  □记者 曹儒峰 报道
  本报泰安讯 9 月14 日下午，泰安市委宣传
部举办全省和泰安市“最美志愿者”代表记者见
面交流会，邀请5位省、市级“最美志愿者”代
表与记者面对面交流，讲述他们无私奉献、团结
友爱、助人为乐、积极向上的先进事迹以及背后
的感人故事。

最美志愿者代表

讲述感人故事

  □记者 刘涛 
  通讯员 张亢 丛建红 报道
  本报宁阳讯 近日，宁阳县文庙街道亿丰社
区党群服务中心正式投入使用。亿丰社区党组织
坚持党建引领，推动社区与小区、商圈深度融合
发展，推动“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

亿丰社区

党群服务中心启用

聚焦泰安机关作风集中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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