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海灵 冯童童

威海市生态环境局将生态环境行业扶贫融
入威海扶贫工作大盘子，扎实推进省级贫困村
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工作，全面完成省级贫困村
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或保护范围划定、水源地
保护工程建设、水质监测以及水源地周边环境
整治，水源地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水源地安
全得到有效保障。

威海市生态环境局始终把生态环境行业扶
贫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成立贫困村饮用水
水源地保护工作领导小组，认真研究生态环境
行业扶贫要求。为确保扶贫工作成效，威海市
生态环境局多次召开全市行业扶贫工作会议，
学习省级贫困村饮用水水源地有关政策，研究

威海市具体措施。积极与省生态环境厅沟通，
先后获得省级扶贫资金1020万元，用于省级贫
困村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同时，利用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资金765万元，进一步加大扶贫资金投
入力度。加快项目推进，第一时间落实项目、
资金、人员，严格按照实施方案，倒排工期，
确保项目工程按时保质完成。定期调度贫困村
饮用水水源地建设情况，加强项目验收，完成
县级自验、市级复核和省级检查。强化监督检
查，在前期随机抽查基础上，通过每周一次全

面巡查、“四不两直”不定期抽查、“回头
看”，确保贫困村饮用水水源地工作得到有效
保障。2020年以来，共抽查8区市涉及49个贫困
村水源地，建立问题台账，及时督导整改。

通过规范整治贫困村饮用水水源地，威海
市生态环境行业扶贫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全面完
成贫困村饮用水水源地划定，目前全市161个贫
困村饮用水水源地全部完成划定，其中划定保护
区10个、保护范围151个。水源地环保工程建设
和档案管理逐步规范，以安装标志牌、宣传牌、

防护网、防护房等为主要内容，严格落实建设标
准和各项建设内容，完成91个贫困村饮用水水源
地提升完善工程项目；严格按照“一源一档”原
则，建立161个贫困村饮用水源地保护工程档
案，规范水源地信息。贫困村饮用水水源地环境
整治到位，以清理杂草、垃圾、畜禽粪污等为主
要内容，严厉整治“脏乱差”现象，全市10个省
级贫困村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清理整治工作已全
部完成；开展贫困村饮用水水源地环境整治专项
检查，对水源地污染源清理情况进行现场核查，

确保整治一个、合格一个。开展贫困村饮用水水
源地监测，2018、2019年完成10个已划定保护区
的省级贫困村水源地现状调查监测，到2020年年
底实现所有省级贫困村水源地水质监测全覆盖。
实施贫困村饮用水水源地网格化监管，印发《威
海市省级贫困村饮用水水源地网格化监管巡查工
作方案》，各区市编制辖区网格化巡查方案，定
期开展日常巡查，每个水源地均落实具体网格员
责任人，对周边垃圾、杂草等进行集中清理，对
破损设施进行维修更换，贫困村的人居环境和村
容村貌显著提升。建立重点村饮用水水源地应急
保障机制，出台《威海市省定贫困村饮用水水源
地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建立和完善防范有力、
指挥有序、快速高效的贫困村饮用水水源地突发
事件应急处置体系。

威海市生态环境局扎实推进生态环境行业扶贫工作

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

“金水大妈”助力打通社区治理“最后一公里”
□葛铸聪 商雅雯

在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水社区，有这样
一群人——— 每天定时巡逻，用恒心守护居民安
宁；调解家长里短，用热心换来社区和谐。她
们身份各不相同，退休老党员、老民警、老教
师……但她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金水大
妈”。

近年来，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紧紧围绕提
升社区治理水平，积极探索，创新实践，打造
出居民以志愿服务形式参与社区治理的新样
本，叫响了“金水大妈”品牌，把基层治理的
“最后一公里”延伸到群众家门口。

80多岁的赵华元是“金水大妈”的一员。
说起“金水大妈”的由来，她记忆犹新。金水
社区是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城街道最早建成
的小区之一。随着小区居住人口逐渐增多，网
吧、餐馆、市场集聚，出租户多、人员成分复
杂，入室盗窃、打架斗殴、邻里纠纷等警情高
发多发，一度成为被全市挂牌整治的治安乱
点。

这一切，让包括赵华元在内的社区老党员
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们召集党员和群众代
表多次讨论，决定带头行动起来、守护社区平
安。就这样，一支由老党员带头，楼栋长和热
心居民参与的志愿服务队成立了。她们在社区
定期巡逻，排查隐患，守望平安。

“走得进居民的家门、坐得下居民的板
凳、拉得起居民的家常、帮得上居民的求
助”，在“金水大妈”这支队伍中，17名党员
身体力行、冲锋在前，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

锋模范带头作用，成为居民群众的主心骨。
“后来，队伍从十几人渐渐扩展到五六十人，
因为女同志居多，于是就有了‘金水大妈’这
个称号。”赵华元回忆道。

“不怕乱摊子，就怕软班子。”为积极适
应城市社会群体结构和组织结构的变化，金水
社区把狠抓党建、夯实基础作为加强社会治理
的重要内容，着力构建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新机
制，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将“班子建设”作为社区
治理的总抓手，结合社区规模调整，对部分社

区书记、副书记岗位实施竞争上岗，选出敢担
当、能实干、政治素质好、群众感情深的好书
记，干部队伍精神面貌、工作作风大为改观。
金水社区划分出9个党建网格，辐射36个治安网
格，发动36名党员争当网格协管员，每名党员
网格协管员联系6名楼道长，楼道长联系本楼所
有住户，逐步建立起了社区支部主导、党员联
系楼道长、楼道长负责每户居民的综治架构。

如今，“金水大妈”已经发展到8支队伍
264人，与社区民警和网格员密切配合、协作联
动，对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小事随时接收、及时

上报，把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延伸到群
众家门口。

围绕推动社区治理创新，金水社区与金水
派出所不断探索社区治理联建联创机制，建立
“党务+警务+社务”融合发展模式，打造天奎
警务室，创建社区警务共同体。同时，社区党
支部与金水派出所党支部开展联建联创，以公
安党建的独特优势配合社区党支部抓好自身建
设。两个支部签订共建协议，明确组织生活共
过、社区事务共商、居民难题共办等多项机
制。

“警力有限，民力无穷。”针对社区中存
在的影响群众日常生活和社区和谐稳定的矛盾
问题，社区和警务室在成立调解组织领导机
构、发动社会力量参与、提升化解水平上下功
夫，确保民间矛盾纠纷发现在早、调解在小、
化解在最初阶段。

为激发“金水大妈”工作积极性，市公安
局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为“金水大妈”制
定了积分奖励制度，金水派出所为“金水大
妈”统一配备了“黄背心”“蓝臂章”，既规
范了标识、亮明了身份，又增强了大家的身份
意识、责任意识。“穿着黄背心，戴上蓝臂
章，队员们不管是参与巡逻，还是入户调解，
感觉心里底气特别足！”赵华元告诉笔者。

为更好满足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需要，金
水社区将“金水大妈”队伍细分为治安巡防、
信息收集、志愿服务、政策宣讲、矛盾调解等
不同类型的小组，制定了七项管理制度和三项
八条积分考核办法，进一步提升了管理的制度
化和规范化水平。同时，根据治安形势任务和
重点工作安排，动态调整工作时间和模式，更
好满足不同群众、不同事项的管理服务需要。
随着“金水大妈”作用的发挥和影响力的不断
扩大，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热情愈发高涨。

通过党建引领、共建共治，不断提升居民
自治水平，实现从末梢治理向源头治理、从单
一治理向多元治理、从粗放式向精细化、从碎
片管理向系统治理的转变，在“金水大妈”的
助力下，金水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触角进一步
延伸，逐步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
理新格局。

阁“金水大妈”既当协管员，又当宣传员，社区垃圾分类知晓率逐渐提升 阁“金水大妈”在社区民警带领下开展安全巡查

编号 土地位置
土地面积

（平方米）
用途

规划指标要求
出让年限

(年)

竞买保证金

(万元)
其他规划实施要点（以规划部门规划意见为准）

容积率指标
建筑密度

（%）
绿地率

2020TDGPXXR0018 甜水村以西、G308以北 17894 居住
1 . 5≤地上≤2 . 3

地下≤1 . 2
≤20% / 70 3300

详见济南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矿权网上交易子

系统网站：（http://119 . 164 . 252 . 44:8001/portal/mai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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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南市人民政府批准，济南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与济

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管理委员会建设管理部联合发布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地块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本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共计2宗，具体详见附

表。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

请参加 (自然人、欠缴土地出让金、闲置土地、囤地炒

地、履行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存在严重违约行为的单位和

在本市土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中有违规行为的单位及关联

单位，以及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采取网上挂牌方式出

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根据济南市人民政府

《关于进一步完善调控措施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

发展的通知》(济政办发〔2017〕13号)规定，本次公告出让

居住用地设立最高限价，网上交易达到最高限价的采取

“限地价竞配建政府储备性安置房面积”方式确定土地竞

得人。

四、申请人可于2020年11月1日起登录济南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矿权网上交易子系统

(http://119 . 164 . 252 . 44 :8001，以下简称网上交易子系

统)下载网上挂牌出让公告、网上挂牌出让须知及其他相

关网上挂牌出让文件，并按上述文件规定的操作程序在

网上参加竞买。

五、申请人可于2020年11月15日至2020年11月23日16时

前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竞买申请书并按要求足额缴纳

竞买保证金。竞买保证金到账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11月

23日16时。

因银行保证金系统到账存在时间差，建议竞买申请人

竞买保证金缴款时间适当提前。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时间为2020年

11月15日9时至2020年11月25日9时30分。

七、资格审查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实行竞买资

格后置审查制度。竞得人应当在网上交易结束后按照挂

牌出让文件约定时间，持成交通知书、竞买申请书、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报名表、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副

本、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及复印

件，或代理人身份证和复印件(以《挂牌出让须知》为

准)到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管理委员会建设管理部进

行资格审核。审核通过后，签订书面《成交确认书》并

报济南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备案；审核不通过的，竞价结

果无效，该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重新挂牌出让。竞买

保证金按照《济南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

规则(试行)》的规定办理。

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申请人必须携带相关有效证件资料到济南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申请办理数字证书，方可登录网上交易系统申

请并参与竞买。数字证书的办理程序和申请资料要求详见

网上交易系统《使用帮助》。

(二)竞买申请人应详尽了解本次网上挂牌出让地块现

状及所列条件，提交竞买申请视同对本次网上挂牌出让地

块的现状及所列条件无异议并全面接受。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只接受网

上竞买申请(即通过网上交易系统进行)，不接受书面、电

话、邮寄、电子邮件及口头竞买申请。

(四)竞买保证金缴纳银行账号是由网上交易系统随机

自动生成唯一的竞买保证金子账号。

(五)土地相关权利人自本公告之日起，认为该出让行

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依法提起复议或诉讼。

(六)未涉及事项，以挂牌文件为准。

联系方式：

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管理委员会建设管理部

联系地址：济南市天桥区309国道大桥段3099号

联系电话：0531—66604051

联 系 人 ： 李玉喜

济南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地址：济南市市中区站前路9号1号楼5楼大厅CA

证书办理窗口

联系电话：0531—68966416

联 系 人 ： 李明

济南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管理委员会建设管理部

2020年10月26日

济南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济转先管建告字〔2020〕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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