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2020年10月12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 籍雅文 第22期

热线电话：13011733638 Email：dbzhf@163 .com14 2020年10月26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 籍雅文 第24期

热线电话：13011733638 Email：dbzhf@163 .com

□记者 贺莹莹 通讯员 王凡存 丁建 报道
本报庆云讯 10月21日，在庆云县网约车企业“快

马嘟嘟”运营总部，公司创始人刘恒正在利用大数据系
统调度运行网约车。2018年12月，刘恒返乡创业，成立
“快马嘟嘟”，是德州市首家全国性网约车平台，目前
该公司已建立20多个分公司，拥有网约车500余台。

近年来，庆云实施“情系桑梓”人才返乡工程，在
“引”和“留”上下功夫，打好“家乡人”亲情牌，定
期举办“天南海北庆云人”返乡创业恳谈会，组建庆云
籍在外人才库和在外就读大学生人才库，搭建返乡人才
沟通联系平台，出台人才返乡创业补贴等多个实施办
法。截止目前，全县有60余名在外人才回庆云创新创业。

□记者 张海峰 通讯员 任楠 张英 报道
本报德州讯 不久前承包德州市陵城区某学校“实

训楼”建设工程部分项目的张某等六人，终于拿到了拖
欠6年的68万余元工资款等费用，“这多亏了检察院干警
们耐心细致的工作！”

陵城区总工会此前成立了工会、劳动仲裁、司法、
法院为主的调处机制，今年检察院的介入变“四方联
动”为“五方协同”，建立了信息互联互通、联席会
议、协作配合、调解协议履行工作机制，监督符合条件
的劳动争议案件快立、快调、快审、快执，有效破解调
处执行难。“发挥检察院监督、侦查独特职能，与劳动
仲裁、司法和法院调处衔接，成为劳动纠纷调处执行的
一道屏障。”区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主任刘志勇说。
区总工会在区人民检察院成立了劳动争议检调对接工作
室和职工维权监督工作站，区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
主席任相国说，区总工会已加入区检察院“依法治区信
息共享监督平台”，与20多个相关部门共享劳动纠纷信
息，分析研判提前防控化解重大矛盾风险。

□记者 张海峰 通讯员 白聪聪 邢飞飞 报道
本报禹城讯 今年，禹城市市中街道实施扁平化管

理，合并科室减少机关工作人员，将半数以上的干部职
工下沉到社区，成为专职或兼职社区工作人员，有的担
任小区楼长、楼道长，有的参选小区党支部、业委会。

据介绍，社区扁平化管理实行“一人多岗”“分片
包干”“责任到人”，以便让社区居民得到方便、快捷的
“零距离”服务。

市中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柴立静说，机关科室日常保
留1-2人满足工作需要，其余人员全部下沉社区，协助
社区在日常工作、“一岗双责”和联系群众等多个方面
开展工作，助推社区服务大提升。

陵城区：“工会+检察院”

助力职工维权

庆云做好“引”“留”

推进人才返乡

禹城市市中街道干部下沉

提升社区服务

□ 本 报 记 者 张双双

本报通讯员 王 强

主动查处7人，通报反面典型19人，整改
执法问题56个……7月9日，乐陵市公安局被
省公安厅确定为全省两个“坚持政治建警全
面从严治警”教育整顿试点单位之一。3个月
时间，他们交出了一份厚实的成绩单。

以“学”为基锻造忠诚

9月21日晚8点半，乐陵市公安局会议室
依旧灯火通明，局党委委员张长勇正在谈制
止餐饮浪费行为的体会：“国庆、中秋两节将
至，宴请活动造成的浪费不可小觑。我们党
员干部要以身作则，狠刹浪费之风，树立节
俭新风。”

此类全员政治轮训活动，目前已成为乐
陵市公安局的常态化内容。这是教育整顿开
展以来，该局坚持以“学”为基、以“学”
为要，在做好规定动作的基础上，推出的具
有特色的自选动作。他们建立“第一议题”
制度，第一时间传达学习中央重要精神，结
合实际工作，围绕主题进行领学，读原文、
谈感想、谈体会。7月底以来，已开展5期政
治轮训。

8月27日，乐陵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王
立新在银座十字路口和阜盛小学十字路口，
分别为两个“站高峰、保安全、促文明”交
通秩序整治临时党小组授旗。他们成立临时
党支部，下设10个临时党小组，民警每天
“站高峰”之前，都会用10分钟时间进行政
治学习。

“以前总是忙于业务，对政治学习重视程
度不够。”化楼派出所所长高骁男说，一系
列学习活动使得队伍进一步坚定了理想信
念，铸牢忠诚警魂。教育整顿激发了全局民
警学模范、比先进、见行动的热情。目前，
乐陵市局已评选出7个“党员示范岗”、11名
“最美党员”、17名“担当作为好民警”。

“开门评警”动真碰硬

在郭家派出所，每位民警都有一份特殊
的“CT报告单”。报告单涵盖政治理论学
习、内务卫生、警容风纪和规范执法等方面
的情况。“把老百姓认不认可，作为检验教育
整顿成效的重要标尺，这才是人民的队
伍。”王立新表示。

8月1日，法制员发现一名民警7月31日的
处警视频未及时导出，便在该民警的“CT报
告单”上扣了2分。次日，派出所在晨会上对
该民警进行通报批评，并由法制员发放一张

期限为5个工作日的“黄牌”予以警示。
“开门评警”活动是群众“提交报告单”

最直接的方式之一。围绕营商环境、执法规
范、服务群众、打击犯罪和治安防控等18项
内容，制作“开门评警”调查问卷，让群众
来评价公安工作。公开聘请的19名“警风警
纪监督员”，则来自社会各界，邀请他们观摩
指导监督教育整顿顽瘴痼疾整改情况。活动
开展以来组织“开门评警”座谈会19场次，
征求意见建议159条，全部反馈回访；梳理群
众诉求590条，其中问题诉求45条，整改办结
率100%。坚持挺纪在前，对队伍各类违法违
纪问题绝不姑息。教育整顿试点工作开展以
来，他们在公安内网建立“曝光台”，每月通
报反面典型，目前已通报19人次，主动查处
违法违纪民警7人。据了解，2017年以来，该
局共查处违法违纪人员45人。

整改落实惠及民生

“活动开展以来，队伍凝聚力、战斗力、
向心力明显增强，各项业务工作取得新突
破。”乐陵市公安局政委李雪峰介绍。

户政科科长张双霞长年工作在服务群众
的窗口单位，她告诉记者，要切实把教育整
顿成果体现在具体工作中。90岁的德州市离
休干部边某，早年将出生日期1930年6月误登

为1943年6月。由于年代久远，调查起来困难
重重。乐陵市公安局户籍民警多方走访核
实，8个工作日就解决了难题。据介绍，全局
户籍窗口推出“四心六有”服务法（即：爱
心、诚心、耐心、热心，有笑脸、有问候、
有引导、有解释、有叮咛、有送声），开展本
级户籍群众满意度回访工作，根据回访结果
发现窗口服务中存在的不足，第一时间进行
整改。

花园派出所所长张涛介绍，教育整顿工
作开展以来，大家一起分析疑难典型案例，
派出所主动向各村党员干部、群众征求意见
建议，请他们对派出所和社区民警的工作进
行评测，随评随改。“现在大家思想上奋勇争
先、敢于担当，切实提升了忠诚、干净、担
当的精气神。”

教育整顿开展以来，乐陵刑事立案、行
政受案分别同比下降15 . 3%、28 . 53%；打掉恶
势力犯罪团伙2个、跨境赌博团伙3个，推动
抓获各类犯罪嫌疑人136名；电信网络诈骗实
现“两升两降”；全市道路交通四项指数分别
同比下降。王立新表示，“严”字当头，刀刃
向内，全局开展的是一场刮骨疗毒政治洗
礼。全局将继续围绕强化学习教育、纯洁公
安队伍、整治顽瘴痼疾、整改总结提升的重
点任务，以过硬作风推动教育整顿深入开
展，切实履行好新时代使命任务。

□记者 张双双 通讯员 白聪聪 报道
本报北京电 秋意已浓，禹城的高新技

术产业也迎来了“大丰收”。10月21日，德
州·禹城2020年对接央企暨新基建重点项目集
中签约仪式在北京举行，签约的24个项目涉
及高端装备、新能源与节能环保、医养健
康、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以
及新基建产业体系。

近年来禹城市所展现出来的蒸蒸日上的
发展朝气和良好的投资环境，引得仪式现场
嘉宾连连称赞。“我们看好禹城的区位和产业
优势以及投资潜力，比如企业发展所需配套
和投资政策。我们的标的公司去禹城多次，
相关部门都非常重视。”作为投资方，北京
中关村前沿基金董事长刘耀辉表示，前沿基
金将优先支持禹城企业落地，孵化一批高科
技、高收益的优势潜力企业，推动禹城市现
代产业高质量发展。

航信爱信诺“虚拟云”产业园是另外一
家央企投资项目，将在禹城建立“虚拟云产
业园”的数字经济模式、“信用＋普惠金融”
模式，着力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
题，建立多元化“信用＋”应用场景。“禹城
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很多企业与我
们的投资方向相契合。”爱诺信征信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陈勇认为，“以商招商，产业集群
化发展，与禹城开放性招商战略相契合。”

24个签约项目中，投资20亿元的禹迪智
能制造产业园项目产业层级高端，吸引智能
制造、人工智能、电子信息、智能5G设备生
产及数字经济的优势企业进驻。项目投资方
北京迪信通集团副总裁杜军义介绍，项目得
到了禹城很大的支持，他相信，随着项目开
展，禹城可获得迪信通及其战略合作资源。
目前已有致晶科技等多家企业进驻的禹城城
投·柒零新材料产业园，由北京柒零鸿商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建设，作为本次签约
的协办单位，董事长付林介绍，“这次签约项
目的主要特点为高、特、新，符合园区的产
业定位，提供了更多的合作机会。”

禹城地处省会城市群经济圈，人力资源
优势明显。航天热控AIT生产基地项目的核
心研发来源于清华大学热能工程系工程热物
理研究所，该研究所的学科带头人为5位院
士，学科水平世界领先。投资方为北京微焓
科技有限公司，其董事长孙萌也是清华大学
硕士，他告诉记者，航空航天高端制造业本
身就是人才汇集型项目，禹城在人才引进和
产学研合作上会给项目带来较强优势。“我们
最终商定同禹城市莒镇、城投等相关部门合
作，是考虑到山东新旧动能转换方面对航空
航天的支持，京津冀、济南城市群都市圈的
区位优势，良好的产业环境使得企业认定，
禹城是项目落地的最佳选择。”孙萌介绍，

会引进热管理的实验室、行业测试平台，还
有清华大学航空航天有关热管理的产学研转
化平台，向产业化方向不断迈进。他也希望
当地党委和政府可以在技能工人的引进和培
养上给予项目相应支持。

“当前，禹城完整的产业链条、产品更新
升级带来了强劲的合作需求，科技创新、业
态变革蕴含巨大潜力。”禹城市委书记，德
州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滕海强介
绍，着力推动本土企业和央企、国企的合作
是禹城的工作重点，这些企业本身也有完整
产业链、发展产业集群的需求。禹城成立了
专门办公室对接，中粮和珠海港等一批央企
国企已经或敲定与当地企业开展合作。他表
示：“禹城将继续以最优惠的政策、最优质的
服务、最优良的环境，让大家安心创业、放
心发展、舒心生活，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
好明天。”

□ 本 报 记 者 贺莹莹

本报通讯员 靳祖鹏

“院士工作站挂牌后，标志着我们与院士
合作研发利用生物酶解技术生产的替抗饲料
添加剂和用于土壤改良生物菌剂产品进入正
式投产阶段。合作后，对公司产品研发方向
与配方技术均进行了提升，预计公司年产值
将达到1 . 2亿元。”山东良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长王尚波说。

在去年举行的第四届“智汇德州”人才
创新创业周上，联合国国际生态生命安全科
学院院士姚重璞和通讯院士王龙，与齐河县
政府签订了“共建生态生命安全科学技术院

士工作站”协议。协议约定，依托山东良土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共建生态生命安全科学技
术院士工作站，共同开展生物酶解技术和生
态安全技术等方面合作，推进新型肥料和替
抗饲料研发和中试生产。

作为德州市精心打造的重要招才引智平
台，“智汇德州”人才创新创业周至今已成功
举办4届，共签订合作项目837个，截至目前
计划投资388 . 62亿元，完成投资160 . 13亿元，
引进培养各类高层次人才1395人，申请授权
专利353项，获得课题（奖项）153项，实现
直接经济效益14 . 84亿元，为全市新旧动能转
换和高质量发展有力地提供了人才支撑。

10月24日，第五届“智汇德州”人才创
新创业周再次启动，并作为“第十一届中国·
山东海内外高端人才交流会暨首届山东人才
发展大会”的系列重要活动之一。今年“智
汇德州”人才创新创业周采取了线上与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融人才对接洽谈、技术项目

推介、学术交流论坛和青年人才招聘等于一
体，包含高端专家德州行暨博士后精英对接
会、德州—东盟教育科技人才项目合作论
坛、人才与产业融合发展对接洽谈会、工业
互联网产业发展高端论坛、高校毕业生云端
招聘会、县（市、区）专场活动等。

不久前德州重磅推出人才政策“黄金30
条”升级版，从六个方面提出了40条创新力
度大、含金量高的政策措施，加快吸引人才
智力集聚。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德州市
委、市政府扎实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
革，全市人才发展方向更加明确，人才工作
体系不断完善，人才支撑作用日益凸显。先
后创建全国第四家国家级引智试验区、全省
第四家省级人才改革试验区和全省唯一一家
“国家高端人才引领型创新创业特色载体”
等。出台了“黄金30条”“人才改革25条”
“乡村人才振兴20条”“大学生引进17条”等
一系列人才政策措施，形成较为完备的政策

体系。扎实推进“一企一校（多校）”“一企
一平台（多平台）”工程，全市50%以上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建立合作关
系，建成工程研究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等企业创新平台1288家。2016年以来，市级
每年列支1亿元人才发展专项资金，目前共落
实人才奖补资金3 . 3亿元，人才投入占财政支
出比重连续保持在5%以上，目前已为11名高
层次人才发放“人才贷”4114万元。截至今
年9月底，全市共建成人才公寓187 . 4万平方
米、2 . 4万套，发放“德州惠才卡”295张，
配备人才服务专员648人。

“下一步我们将以实施‘人才兴德’行动
为契机，持续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着力打造更有力的政策体系，实行更有效的
引才举措，营造更优质的人才环境，加快推
进人才智力聚集，打造区域性人才高地，为
建设新时代现代化新德州提供有力的人才支
撑。”德州市委组织部有关负责同志说。

前4届“智汇德州”人才创新创业周共引进培养各类高层次人才1395人

点燃高质量发展的人才引擎

作为全省试点单位，乐陵公安坚持政治建警从严治警开展教育整顿———

“严”字当头，刀刃向内铸“警魂”

从“筑巢引凤”到“引凤筑巢” 24个项目在北京集中签约

禹城对接央企发力“新基建”

□记者 张海峰 通讯员 董娟 报道
本报平原讯 “农村房屋也有了不动产

权证书，这下安心了！”10月19日上午，
平原县王打卦镇小辛村村民辛玉霞说。不
动产权证书上清晰地明确了房屋的权利
人、共有情况、坐落、权利类型、权利性
质、用途和面积等内容。当天，平原县颁
发了首批农村不动产权证书，该村94户家
庭都领到“红本本”。这也是德州市首批总
登记模式批量发放的农村不动产权证书。

经系统调查，平原县879个村庄共有宅
基地144130宗，根据农村宅基地“一户一
宅”使用权要求，全县需要确权登记的宅
基地为140706宗。去年，平原县按照“因
地制宜、统筹推进、分步实施、全面覆
盖”的原则，选取了55个村庄进行“试
点”。目前，所有试点村庄确权登记工作均
已完成，11706本证书将陆续发放。“按照
省、市要求，在2020年底前将完成剩余677
个村庄129000宗地地籍调查，争取发证率
达到90%。”平原县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
局长邹月亮说。

农村不动产权证书替代了过去的农村

集体土地使用证和房屋所有权证，权属信
息更明确，维护了农民宅基地用益物权，
更赋予了广大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可以盘

活农村土地资产，还能有效解决土地权属
纠纷。“根据全县‘三权分置’改革工作要
求，农村宅基地以264平方米、400平方米

为标准划分了三个档次，超过标准的要收
取有偿使用费。这项工作是比较难的一
项。”平原县腰站镇王双堂村党支部书记
梁之亮说。可最近，距离交钱的时间还有
半个多月，部分村民已经主动来交钱了。
“他们很辛苦，光我家就来了4次，每次测
量都特别认真，数据都精确到毫米，最终
的测量数据肯定没错。”王双堂村村民曲
明德说。据统计，在55个试点村开展农村
不动产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中，共梳理整合
了5万余条数据记录，绘制图表4万余张，
最终形成接近10万条农村宅基地信息记
录，全县农村宅基地数据库更精准化。

2018年7月，平原县被确定为全省农村
宅基地“三权分置”试点县，共对185个村
的闲散宅基地进行盘活，有偿收回宅基地
521处，整合闲散宅基地1146亩，收取宅基
地有偿使用费540多万元。邹月亮表示：
“有了农村宅基地数据库作支撑，‘三权分
置’工作将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
础，有助于提高农村治理水平，对打赢打
好脱贫攻坚战、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
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农村房屋有了“身份证”

□记者 张海峰 通讯员 董娟 报道
10月19日上午，平原县王打卦镇小辛村村民领取不动产权证书。

□记者 张海峰 通讯员 吴华 李淑冉 报道
本报武城讯 秋种时节，在武城县甲马营镇东白三

村，农机手王闽正在进行深松作业。“作业后的地很平
整，可以直接播种，1800亩的小麦播种任务预计12天就
能完成，而在合作社托管之前，完成这些需要20天。”

“现在我们将村里土地交给合作社管理，实现了全
程机械化作业，省时省力还增收。”东白三村党支部书
记任永泉说。近年来，武城县一系列切实有效的举措，
为全县农业机械化、智能化、信息化发展提供有力支
撑。目前全县农业综合机械化率超过92 . 46%，主要农作
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99 . 75%，农机总动力达到
74 . 6万千瓦，被评为全国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
范县、全省“两全两高”农机化发展示范县。

武城农业综合机械化率

超过92 . 46%

□记者 张双双 报道
本报齐河讯 日前，在祝阿文化小镇项目施工现

场，一座名为“或者空间”的主题建筑加紧建设。“祝
阿文化小镇项目定位为不打烊、点赞小镇。我们的项目
起到夜间经济和休闲经济的一个补位作用，与小镇有机
组成一个旅游片区。”负责建设项目的负责人解强说。

祝阿镇依托优越的区位优势及丰富的自然资源、文
旅禀赋，积极推进“生态文明、文化传承、旅游发展”
建设，发展旅游经济，提升城镇魅力。

祝阿文化小镇项目是齐河县重点项目，该小镇构建
文化创意、休闲娱乐、会务培训和养生居住四大产业，
强化文化展示、文化体验、互动交流、游览体验等复合
功能，一期建设项目计划明年7月开街营业。

祝阿发展旅游经济

提升城镇魅力

扫描二维码，通过大众日报
客户端德州频道了解更多德州新闻

□记者 张海峰 通讯员 嵇磊 李岩 报道
本报平原讯 “从10月1日开始，全局执法人员采

取‘四不两直’的方式，对重点企业应急值守、重点部
位、关键环节进行了全面安全检查。”平原县应急管理
局局长赵玉振介绍。他给自己定下了节日期间每天走访
3家企业的硬性任务。

人防、技防、心防“三防”一体，平原县织密安全
生产防护网，全力提升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即便不是节假日，平原县也实行乡村三级联动，强
化隐患排查整改，主要负责人到重点企业督导安全生
产。人防与技防并重，在平原县防汛应急指挥中心，通
过指挥平台，各乡镇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工作一目了
然。该平台是德州市第一个能够实现国家、省、市、
县、乡五级联动的智能云平台。此外，他们还动员安全
生产重点企业为职工家属寄送安全家书，讲解企业操作
规程、管理制度、工作纪律、劳动防护等。

平原“三防”一体织密安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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