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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刘勇 李峰
连日来，执法人员开展食品药品专项检查。孟庄镇为加大创建文明城镇的工作力度，联合区食品药品监管分局

对辖区内40多家饭店、小餐饮和药店等经营户开展了食品药品安全专项检查。此次活动，共下达监督意见书20多
份，提出责令整改的经营户6家，保障了群众饮食用药的安全。

□通讯员 吴兆雷
西王庄讯 乍暖还寒的初春，大

地洋溢着勃勃的生机。近日，笔者走
进枣庄旺达现代农业示范园区高科技
大棚，宽阔的大棚内挂满了鲜红的西
红柿，工人们正忙碌地采摘。陪我们
参观的园区负责人、西王庄乡横沟村
支部书记袁兴亮高兴地说：“园区完全
是采取有机无公害种植的方式，采取
高科技手段种植蔬菜，菜价很好。栽
种的西红柿，春节前后市场价格一直
较好，每斤卖到 4 元钱左右，一亩多
一个大棚，可获取收入3万多元。”

旺达园区现有资产14727万元,采
取“公司+合作社+农户”现代农业运
行模式，主要从事农产品 （蔬菜） 种
植、加工、销售，农业生产资料及种
苗供应，农业新技术、新成果推广工

作，目前是鲁南地区最大的高科技蔬
菜种植基地，市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
头企业，为西王庄乡现代农业发展树
立了很好的标杆，并带动 200 多农户
从事相关种植，实现了绿色产业致富
梦。

近年来，为适应人们对绿色环保
产品的消费需求，该乡及时调整发展
思路，按照规模、特色、生态、高效
的定位，积极引导村户发展现代农
业。工作中，该乡发挥农业企业和专
业合作社的引领带动作用，采取土地
流转的方式，鼓励有实力的农户承租
土地，或者采取引资的方式新上农业
项目，再通过项目辐射带动农户调整
发展。目前，该乡已流转土地 1.1 万
亩，建成龙业保鲜等“农字号”企业
13家，发展各类专业合作社43家，规

划建成千亩良种、千亩中药材、千亩
苗木、千亩葫芦、千亩木耳、千亩核
桃、千头奶牛、万亩蔬菜等现代农业
基地。其中投资5000万元的悦坊葫芦
文化产业园，正在不断成长壮大，将
成为全国最大的葫芦种植基地。规模
产业化的发展，拉动农户从事现代农
业，据了解，现在 90%以上的种植养
殖业户从事现代农业，收入较以前提
高两倍多。

现代农业发展科技起到核心的推
动力。该乡不断拓宽渠道，采取引智
和科技成果推广的方式，引导种植
户、养殖户利用科技提高产品质量，
增强市场竞争力，获取更高收益。枣
庄旺达现代农业示范园区聘请10多个
农技专家进行新品种的研发推广，现
已建成集约育苗展示、标准化生产、

新品种新技术试验示范、生态观光采
摘和综合配套服务五个功能区，去年
该园区顺利通过了农业部组织的专家
组验收。像旺达示范园区一样，目
前，乡内农业企业和生产基地全部采
取科技化生产经营，研发引进新品种
20多项，并通过合作社渠道在农户中
推广。依靠科技提高了农产品的质量
和品牌，也为农业的持续增产增效奠
定了基础。

为保证农产品绿色环保，该乡还
加强标准化生产，开发种植的木耳、
药材、有机菜等产品全部达到无公害
标准，很受消费者的青睐。据横沟村
支部书记袁兴亮介绍，该村的菜在市
场上很抢手，并且价格很可观，户均
年收入达 3 万多元，成为名副其实的
富裕村。

西王庄乡

现代农业托起农民绿色致富梦

□通讯员 任文勇 刘子铭
矿区讯 为准确掌握孕 （环） 情况，提高计生服务质量，

自3月份开始，矿区街道对辖区4000余名常住和流动育龄妇
女开展免费健康查体。

为确保该项活动取得实效，该街道提前谋划，采取有力措
施，扎实做好前期各项准备工作。针对春节前后育龄妇女流动
量大的特点，组织专人深入社区、企业广泛开展计生知识宣
传。认真排查登记辖区育龄妇女信息，做到底数清、情况明，
确保检查不漏人、不漏项。提前组织开展专业技能培训，严把
查体审核关，并对查体结果备案登记，进一步提升健康查体服
务水平。在查体过程中，同步进行避孕节育、生殖健康等科普
知识宣传，并对查出疾病的育龄妇女进行面对面的医疗指导，
积极消除患病妇女的紧张恐惧心理，进一步提高妇女自我保健
能力。

矿区街道
做好育龄妇女查体活动

□通讯员 李鹏 王川永
近日，光明路街道中心小学开展了植树绿化校园活动，进一步提高了学生

们爱树护树意识，促使广大师生从身边小事做起，做到爱护树木，保护树木。

□通讯员 侯倩
本报讯 为弘扬中华民族孝敬长辈的传统美德，进一步加

强少年儿童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少年儿童了解母亲为自己成长
所付出的艰辛，理解母亲对自己的期望，懂得感恩、学会关爱
他人、关爱社会，近日，中兴小学开展了“爱母孝亲，承载感
恩”四个一活动。即为妈妈唱一首歌、给妈妈做一份贺卡、帮
妈妈做一件力所能及的事和给妈妈写一封信。

该校充分利用宣传栏，校园红领巾广播站等阵地在全体少
先队员中大力宣传“感恩孝道”的中华美德，营造活动的浓厚
氛围，让每个少年儿童从力所能及的小事做起，用不同形式表
达“爱母之情，孝亲之心”。

此次感恩主题教育活动有助于引导学生用自己的方式感念
母爱，培养了学生的社会道德实践能力，同时对促进和谐家
庭、和谐校园建设，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赢得了家长们
的一致称赞。

中兴小学
开展感恩主题教育活动

□通讯员 吴琛 葛玺
文化路讯 连日来，为确保学生

用餐安全，文化路街道食品药品监管
办联合区食品药品监管分局对辖区内
文化路小学、立新小学、光明路小学
3 所学校周边的 40 余家“小餐桌”，
进行了专项整治工作。

此次专项整治工作对辖区内的
“小餐桌”进行拉网式排查，重点对
“小餐桌”备案证明、食品从业人员
持有有效健康证明、食品原料采购索
证索票、餐具消毒及加工环节卫生为
重点等方面进行了检查，严格要求从
业人员必须持有效健康证，采购食品
原料必须索要检验合格证明，并建立
健全进货台账。对未办理备案证明的
经营者，下达办证通知，发放《学生
小饭桌登记申请表》；对经营管理存
在问题的，下达了整改通知书。此次
专项整治活动，共发放登记申请表
20份，下达整改通知书16份。

为落实长效管理机制，该街道将
通过上门指导、举办讲座等形式，向

“小餐桌”经营业户宣传法律法规，
教育引导其主动办理合法经营手续，
强化社会舆论监督，积极引导学生家
长，选择证照齐全、经营规范的“小
餐桌”。

文化路街道开展
“小餐桌”专项整治

□通讯员 李群
齐村讯 近年来，齐村镇高度重视妇女工作，注重发挥妇

联组织优势，引导广大妇女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建功立业。
该镇高度重视培养选拔优秀女干部,将镇村妇联班子配

齐、配强。选派三名中层女干部派驻村 （居） 任“第一书
记”，任用大学生村官和“三支一扶”的大学生担任村 （居）
村主任助理。经常注意听取妇联的工作汇报，积极研究解决妇
女工作和妇女权益保护中的问题。

该镇积极支持妇联开展活动。广泛宣传 《妇女权益保障
法》、《婚姻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注重发挥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正能量作用。配合有关部门举办劳动技
能、农业技术培训班。他们还组织妇女开展多种文体健身活
动，对妇女开展免费健康查体活动，今年受益妇女600多人。
同时，倡导为弱势群体献爱心活动，帮助妇女勤劳致富、科技
致富，涌现出创业“巾帼”30多人，充分发挥妇女在本镇发
展建设中的“半边天”作用。

齐村镇
高度重视妇女工作

□记者 田亚莉
本报讯 3月7日，全区农产品质量安全会议在区机关招

待所三楼会议室召开。区政府副区长王凤堂出席会议。
会上宣读了《市中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产品质量

安全工作的意见》。王凤堂代表区政府与各乡镇、光明路街道
签订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目标责任书。

王凤堂指出，全区各级各有关部门必须充分认识抓好农产
品质量安全的重要性，牢固树立大局意识、责任意识，从对人
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的高度，始终绷紧农产品质量
安全这根弦，尽快健全监管体系，加大监管力度，全力抓好农产
品质量安全工作。要围绕全面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一个中
心，强化标准化生产和执法监管两条主线，完善农产品产地准
出、市场准入和农药管理三项制度，突出监管体系建设、标准化
生产、检验监测、执法打假和长效机制建设五大重点，切实保障
农产品消费安全，确保不发生重大农产品安全事件。同时，要
强化责任落实，着力构建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长效机制。

切实抓好
全区农产品质量安全

□通讯员 闫海婷
本报讯 去年以来，区卫生局进

一步转变工作作风，提升服务质量，
提高工作效能，着力推行“五五三
三”工作服务体系，即“五制”“五
办”“三型”“三用”，全面提速增效。

“五制”是在三个基础建设即“首
问负责制、一次性告知制、限时办结制”
三制度上增加的两项制度，即“服务承
诺制和责任追究制”。“五制”的实施是

对《行政许可法》四项原则最直接的体
现。为提高审批效率，区卫生局服务窗
口将审批时限从20个工作日压缩到10
个工作日，并规定申请材料当天即送达
各科室，使岗位责任更加明晰，审批程
序更加顺畅，工作效能大大提高。

“五办”即树立“立即办、主动
办、上门办、跟踪办、公开办”的工
作作风。该局彻底改变工作作风，改
被动为主动。对材料齐全的卫生行政

许可立即进入验收、审批程序；对正
在办理中的卫生行政许可主动询问相
关科室进度；对确因身体不便而不能
到审批中心办理的可预约上门办理。
对于无法立即办理的业务，通过区行
政审批系统进行实时跟踪，短信告知
的方式，让办事人随时得到办理中的
信息。对于办理结果在卫生监督所网
站公示，接受社会和纪检部门监督。

“三型”即创建“学习型、效能

型、温馨型”窗口。该局服务窗口提
升服务质量从提升服务人员素质入
手，通过微笑服务创建温馨窗口，通
过学习不断提高业务素质和业务管理
水平，提高工作效能。

“三用”即树立“用心做事、用情
做事、用力做事”的服务理念。自入
驻区政务服务中心以来，该局服务窗
口不断强化自身业务素质，提高服务
水平，受到前来办事群众的一致好评。

区卫生局多举措全面提升服务质量

□通讯员 伊宁 刘连金
永安讯 自创城工作开展以来，

永安乡将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作为今年
工作的总抓手，加强领导，落实职
责，严格奖惩，全面推进创建文明城
市工作。

该乡所属各村、社区结合创建文
明城市工作实施细则，逐一落实责
任，积极开展自查自纠。在各村、社
区组建保洁队伍，为每名环卫保洁员
详细划定了保洁责任区。为扎实推进

创城工作进展，该乡对村、社区内
“三堆两垛”进行全面清除。

为确保创城工作扎实有序开展，
该乡成立了以主要领导为组长的领
导小组。该乡纪委对各村、社区创城
工作每天一调度，每周一暗访，每月
一通报，对行动迟缓、存在问题较
多、清理不彻底的村、社区进行通
报，并责令限期整改；对行动迅速、
责任意识强、清理比较彻底的村、社
区积极向上级汇报，大力宣传其先进

的经验和做法，以点带面，推动创城
工作不断深化。

为确保城乡管理和创城工作取得
成效，该乡还制定了 《永安乡加强城
乡管理创建文明城市工作考核办法》，
健全完善保障工作机制，严格奖惩，
强化督导。同时，将各村、社区平时
的创城工作情况与月评比、季度考
核、年终总考核紧密结合起来，实施
严格的奖惩制度，推进创建文明城市
有序开展。

截至目前，该乡已召开现场会 4
次，李庄村、刘屯村、杨屯村、薄板
泉村的“三堆两垛”已彻底清理。西
山阴村、聂庄村、蔡庄村、夏庄村、
永东村、永西村也正在清理“三堆两
垛”。该乡各村、社区的环境卫生整治
工作有序开展，城乡面貌焕然一新。

永安乡创城现场会勾勒城乡新面貌

□通讯员 魏敏 宋平
3月7日，龙山路街道举行了一场女职工趣味运动会。本次活动旨在倡导

广大女性通过快乐健身运动，提高身体素质与生活乐趣。

□通讯员 宁辉
本报讯 3月6日，供水总公司监察大队分别在华山路远

航未来城附近和矿务局供应处宿舍查处两起私自动用消火栓取
水行为，该公司稽察队员当即与文化路派出所联系，对两起违
法行为依法进行处理。

随着天气转暖，个别小区出现私自动用消火栓取水的现
象。根据相关规定，消防供水设施实行专用，非因消除火灾，
禁止其他任何单位或个人开启和使用公共消火栓；未经城市公
共供水部门同意，擅自开启和使用公共消火栓的，按盗用城市
公共供水处理。私自动用消火栓，容易造成消防设施的损毁，
给消防安全带来隐患，为此，必须依法严厉制止，并对违法者
依法进行严厉处罚。

据了解，自2013年下半年以来，供水总公司积极与公安
部门联合，加大巡查和打击力度，重拳出击，严厉打击私自盗
用消火栓取水行为，公安机关已经对多起案件进行了惩处，打
击了盗水者的嚣张气焰，有力保障了城市消防设施安全，维护
了供水企业的合法权益。

供水总公司查处
私自动用消火栓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