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台儿庄2017年3月9日 星期四

主编：岳娜 组版：张艳丽4 邮箱：zzrbjrtez@163.com 电话：13656328565

“作为一名基层武装部长，要当好
党委政府耳聪目明的参谋助手，切实
发挥好‘应急应战的指挥部、地方党
委的军事部、后备力量的建设部、同
级政府的兵役部、军民融合的协调
部’五部职能，确保民兵预备役人员
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起作用。”
2 月 23 日上午，在区人武部训练场，
原马兰屯镇武装部长贺辉在组织训练
间隙与6名新任部长交流心得时说道。

新年伊始，军队“脖子以下”改
革大幕已经拉开，国防动员系统改革
在即，区人武部不等不靠，积极作
为，扎实谋划全年工作，稳步推进年
度各项工作落实。为确保全区专武干
部适应岗位任职需要,提高组织领导基

层武装工作和基层全面建设的能力, 2
月13日至24日，区人武部组织全区6
个镇街19名专武干部进行为期12天的
强化训练。此次集训严格按照 《民兵
军事训练与考核大纲》 内容要求，按
照“管理连队化、教学院校化”的思
路,此突出“最基础理论知识、最基本
业务素养、最实用工作方法、最常用
软件资料”四个必备能力培训，采取
统一组织、统一授课、集中讨论交流
等方法，重点学习了民兵工作业务知
识、理论法规、轻武器射击、识图用
图、案例分析、军事教学法、征兵工
作、基层规范化建设等业务知识。集
训从如何完善基层武装工作制度,如何
解决基层征兵工作难、专武干部出路

窄、落实制度不够经常等问题,如何提
高专武干部政治素质、业务技能、协
调能力等进行了有益探索。集训采取
室内授课和训练场教学相结合方式进
行全员训、全员考、全员比，有效提
高全区专武干部队伍军事训练、军事
技能和组织指挥能力。

本次集训 2 名待岗安置的原镇武
装部长李佰海、贺辉被区人武部邀请
为组训教员，全程参与了集训，他们
带着对武装工作深厚的感情和不舍，
认真备课，精心施教，将多年来积累
总结的基层武装工作经验毫不保留地
传授给新任职的 6 名武装部长，发挥
了很好的传帮带作用。

区委常委、区人武部政委陈修亮

对参训人员付出的努力和训练成果给
予充分肯定，强调专武干部是基层民
兵工作的具体组织者和一线指挥员，
这次全区专武干部专业集训对落实武
装工作、强化基层武装建设，提升国
防和后备力量建设质量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希望在今后工作中，广大专
武干部要热爱武装工作，努力打造一
支精武装、爱武装的基层武装队伍;要
不断加强学习，努力提高能力素质，
具备熟悉军事理论知识、熟悉政策法
规、基本军事技能、组织指挥、精通
业务、“四会”教练员等六大能力;要
履职尽责，落实专武干部岗位职责，创
新有为，通过学习、思考、实践，确保基
层武装工作有效落实。

厉兵秣马启新程
——台儿庄区人武部组织全区专武干部集训侧记

本报记者 岳娜 通讯员 王军 孙中君

近年来，台儿庄区畜牧水产业紧紧
围绕“稳猪鸡、增牛羊、强饲草、壮奶业、
兴水产、转方式、调结构、促统筹 ”的工
作思路，加快现代畜牧水产业建设进
程，全面推进畜牧水产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重点打造现代奶业、现代渔业产
业生产基地建设，着力构建畜禽、水产
养殖标准化体系建设，提高畜牧水产业
良种化、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生态
化、安全化、品牌化水平，切实保障动物
食品质量安全，实现畜牧水产经济大区
向畜牧水产经济强区新跨越。

去年，全区奶牛存栏1.75万头，肉
牛存栏 3.43 万头，生猪存栏 19.50 万
头 ，羊 存 栏 10.39 万 只 ，三 禽 存 栏
204.68万只，肉蛋奶总产量达到70641
吨，养殖环节畜禽水产品质量检测合格
率为100%，未发生重大动物疫情和畜
禽水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多次受到省
畜牧兽医局和省海洋与渔业厅的表彰。

加快养殖规模化、标准化进程，促
进畜牧业转型升级。近年来，台儿庄区
畜禽结构日趋合理，以牛羊为主的草食
畜禽发展迅速，生猪和蛋禽生产稳步发
展，奶业发展势头强劲。畜群品种结构
得到优化，大力引进和推广了荷斯坦高
产奶牛、波尔山羊、瘦肉型猪、优质肉
牛、优质家禽等优良品种，提高了良种
覆盖率。一批辐射面广、带动能力强、
市场前景好的龙头企业不断涌现。山
东祥和乳业有限责任公司、枣庄瑞鑫乳
业有限责任公司等畜牧龙头企业蓬勃
发展，带动全区1万多农户参与产业化
经营。

全区科学划定畜禽养殖场“三区”
规划，加大对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改
造，畜禽粪便处理利用率达到83%，确
保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规定标准。以
标准化养殖创建活动为切入点，从政策
扶持、社会组织动员、资源整合配置、资
金项目扶持、科学技术支撑等多个方面
开展畜禽养殖场标准化建设。新建标
准化畜禽养殖场132处，全区创建国家
级标准化养殖示范场 2 个、省级 7 个、
市级 11 个，畜禽标准化规模养殖模式
已成为台儿庄区畜牧业经营方式的重
要主体。

大力推广“粮改饲”试点，秸秆养畜
成效显著。主要依托全区牛羊养殖和
牧草种植基础良好，重点推广牧草及饲
料作物种植利用，广泛普及饲草为主精
料为辅的“牧草种植-牛、羊养殖”的健
康养殖模式。积极推广全日粮混合利
用技术，通过山东祥和乳业有限责任公
司、枣庄瑞鑫乳业等龙头企业的示范带
动作用，全区牧草及饲料作物种植加工
利用模式发展迅速，极大地推动了全区
牛、羊产业发展，农民增收、农业增效显
著。通过全国秸秆养牛示范县项目的
实施，促进了台儿庄区秸秆养畜的发
展。2016年争取上级补助资金660万
元，实施了台儿庄区粮改饲示范县试点
项目，目前9个实施单位已青贮全株玉
米 7 万多吨，已完成总任务量 90%左
右，按照项目实施方案规划，下一步将
重点完成粮改饲试验田建设、技术培
训、项目扶贫工作。

完善疫病防控体系建设，畜产品安

全管理工作不断加强重大动物疫病防
控，对禽流感、口蹄疫等严重威胁人们
生命财产安全的重大动物疫病实行强
制免疫制度，建立健全区、镇、村三级防
疫网络，由市、区、镇三级政府拨付专项
经费，每年都在200万元以上，聘用了
212名村级防疫员，对辖区内的动物进
行强制免疫，实行集中免疫和常年免疫
相结合，建立了防控责任制，层层签订
防控责任状。2016 年，全区共调拨高
致病性禽流感疫苗 309.4 万毫升（羽
份）、口蹄疫疫苗169万毫升、高致病性
蓝耳病疫苗 140 万毫升、猪瘟疫苗 70
万头份，免疫注射三禽318万只、牲畜
55 万余头（只），全面完成市指挥部下
达的各项防控任务，全区无重大动物疫
情发生。

加大动物产地检疫、运输检疫和屠
宰检疫，确保动物及动物产品卫生安
全。2016 年共检疫屠宰猪 3.2 万头
(只)，屠宰动物的受检率达到了100%，
检疫出证率达到了 100%。通过畜产
品质量安全监控平台，对道路检查站，
9个屠宰场（点），26家规模养殖场户进
行全天候监控。

以渔业项目为抓手，不断夯实现代
渔业发展基础。认真实施优质鱼产业
项目。自2012年以来，台儿庄区已连
续5年成功申报、实施了现代农业生产
发展资金优质鱼产业项目，累计申请省
级以上财政资金2500余万元。项目运
营达到设计生产能力后，以主养泥鳅计
算，每年可增繁泥鳅苗5亿尾。通过连
续3年成功实施优质鱼产业项目，台儿

庄区累计新建标准化池塘近 5000 余
亩，配套建设了生产路、水渠、输电线
路、变压器、泵站、桥涵、看护房等渔业
基础设施，建成了一批配套设施齐全的
现代渔业园区。

渔业特色养殖初具规模，优质鱼产
业项目成效显著。自2012年以来，连
续 4 年成功申报实施了现代农业生产
发展资金优质鱼产业项目，累计争取省
级以上财政资金2000万元，累计新建
标准化池塘5000余亩，并配套建设生
产路、水渠、输电线路、变压器、泵站、桥
涵、看护房等基础设施，建成了配套设
施齐全的现代渔业园区。

自 2012 年以来，台儿庄区现已建
成集餐饮、住宿、休闲、垂钓为一体的休
闲渔业场所20余家。2015年创建一处
省级内陆休闲渔业公园——台儿庄运
河湿地公园，自2014年以来，在园区成
功举办了全国第二、三、四届河钓大赛。

以渔业资源养护为切入点，推进
水域生态修复。结合自身实际，台儿
庄区渔政站与公安等相关部门积极行
动，密切协作，严格执法，多次开展
有针对性的打击“毒、电、炸”等非
法捕捞行为的专项整治活动。自2012
年以来共查处10余起使用违禁渔具捕

（电）鱼案件，违法人员被依法严肃处
理，查处的违禁渔具被集中清理销
毁，有效地遏制了毒、电、炸鱼行为
的发生。2014年底，京杭运河台儿庄
段黄颡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获批，成为农业部批准的第八批国家
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追求高品质带来高效益
——台儿庄区发展畜牧水产业综述

本报记者 岳娜 通讯员 李军章 徐磊

人勤春来早，种绿正当时。3月1日，邳庄镇7000亩高标
准农田林网更新工程植树现场一片繁忙。据了解，全区绿化
造林动员后，该镇认真谋划,动员全镇广大干部群众，迅速开
展以“望得见蓝天碧水，看得见绿树红花，记得住乡愁依恋”为
主题的春季植树造林活动,确保今年绿化造林任务目标全面
实现。

(吴勇 摄)

涧头集镇新年立新规，制
定《机关考核管理规定》，严格
机关考勤、考核制度，要求全体
工作人员做到不迟到、不早退、
不旷班。有事先请假，实行假
条制，请假者必须以书面形式
请假，不准捎假或口头、电话请
假。请假人应提前一天到督导
考核办公室领取假条，填写后
持有关证明报相关领导审批后
交考核办登记存档，否则按旷
班对待。一般机关干部请假1
天的，由单位负责人审核后交
分管领导批准；2-3 天的由部
门负责人、分管领导审核后交
分管机关管理的领导批准；3
天以上的由部门负责人、分管
领导、镇党、政主要领导逐级审
批。部门负责人请假1天以上
的，由分管机关管理领导和主
要领导批准。镇党镇班子成员
请假（含事假、公假、病假），由
党委书记和镇长批准。请假事
由、时间、天数以审批人签字为
准。

镇机关督导考核办公室不
定期组织人员抽查人员在岗情
况，凡分管领导或部门负责人
未安排工作而无故不在岗者，
按旷班处理。请病假的，需提
供区级或区级以上医院有效诊

断证明，否则不予批准。病假
结束后，携带有关病历进行销
假，否则按旷班对待。

实行会议考勤制度。参会
人员按时参加会议，会议期间
手机调成静音或关机，不得随
意走动、喧哗。因故不能到会
的，提前向主持会议的领导请
假，未请假或捎假者视作旷班
处理。连续两次无故不参加会
议人员，由纪委书记、组织委员
进行诫勉谈话。连续三次无故
不参加会议人员，经镇党委会
议研究，予以免职。日常考勤
情况实行一月一公示，年终一
汇总。无故不参加点名，迟到、
早退一次罚50元；上班时间无
故不在岗，一次罚款 50 元；上
班时间从事上网娱乐、打牌等
工作之外的事情，发现一次罚
款 50 元。会议迟到、早退的，
一次扣除工资50元，并在下次
全镇大会上通报批评。对旷班
的，每次扣除当月工资100元；
当月内旷班三次以上的，扣除
当月工资；连续旷班超过15天
或全年累计旷班超过30天的，
对在编人员，参照《公务员管理
法》予以辞退；对不在编人员，
参照《劳动法》予以辞退。

（张涛）

涧头集镇立规矩严考核强作风

近日，台儿庄区马兰屯镇
以落实区两会精神为指导，紧
紧围绕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的
总体目标，以建设“生态宜居马
兰”为统领，大胆创新将植树造
林与美丽乡村有机结合起来，
在全镇形成了以美丽乡村绿化
为带动的大绿化格局。

该镇按照“三季有花、四季
常青”，两侧有绿的要求，以植
树造林扮靓美丽乡村建设为契
机，加大村庄绿化美化力度，推

动农村旧貌换新颜。重点实施
胜利渠水系毛白杨栽植、环城绿
道生态长廊提升工程，分洪道以
及贾口、龙口等重要节点绿化景
观小品打造，种植各类绿化苗木
5万余株，营造水网绿地交融相
得益彰的绿地系统。按照见缝
插绿、补植增绿等原则，对枣台
路、阿里山路、泥顿路、运河北堤
等主干道和村村通道路两侧进
行补植，达到了视觉上的景观效
应。 （张开彬）

植树造林扮靓马兰屯镇美丽乡村
2月28日，马兰屯镇召开

教学工作会议，中小学校长、
副校长、教导主任及各校语、
数、英三科教师代表、镇评选
的教学名师等60余人参加了
会议。这是该镇为激励全镇
教育干部和广大教师研究方
法、鼓足干劲、撸起袖子加油
干，全力提升全镇教育教学质
量的一次重要会议。

镇教委宣布成立了东、西
部中心教研组，充分发挥镇名
师在教学质量提升中的研究、
指导、引领和带动作用，促进
各学科教师的专业发展，确保
教学质量的跨越提升。

全镇11所小学校长就如
何完成教学质量目标作了表
态发言。近年来，该镇的教育
教学质量始终走在全区前列，
去年，在区六年级素质检测

中 ，全 区 前 200 名 该 镇 79
人 。 村 小 前 10 名 ，该 镇 7
所。中心小学前 4 名，该镇 3
所。整体成绩位列全区镇街
第一，全镇广大群众、社区干
部对教育普遍认可和更加关
注。如何确保教育质量再上
台阶，成为全镇广大教育干部
的共识。

该镇教委王主任对全区
的教育形势和面临的挑战作
了分析，对全镇的教育目标作
了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他还就
如何“围绕实效、精细落实，典
型带动、考核激励”等作了全
面的阐述和讲解，他要求全镇
教育干部和广大教师要有“争
先保一”的信心和决心，做到

“遇旗必夺、逢一必争”，共同
实现马兰教育质量的提升和
跨越。 （李金华）

马兰屯镇教委多措并举促提升

大地回春，泥沟镇抓住开年
良好时机，积极探索“产业+”、

“旅游+”、“电商+来料加工”等经
济发展模式，着力打造特色产业
园区，促进镇村经济不断壮大。

打造现代农业示范园，发
展食用菌特色产业。以前程、
邵里、岔河等“十大食用菌生产
基地”为基础，重点打造食用菌
产业园，加快土地流转促进集
中连片规模生产，培植深加工
企业引导产业提档升级。有效
利用冯湖塌陷地，引入现代渔
业养殖技术，高标准打造有机
水产园区。目前全镇建有各类
食用菌大棚 1 万余亩，渔业项
目正在申报手续，将逐步形成
以食用菌种植、渔业养殖为特
色的现代农业产业格局。

打造农村电商产业园，发
展“互联网+来料加工”。依托
夹坊电商基地和旅游农批市场
建设，打造农村电商产业园，搭
建电商供销平台，进一步推广

“来料加工+互联网电商+精准
扶贫”多模式融合经验，引导富
康电子等公司和红东服装、邵
里珍珠包等特色来料加工点合
作发展，深入挖掘产业潜能。
截至目前已累计培训电商人才
100 余人，发展来料加工经纪
人 80 余人，带动就业愈 9600
人，帮助群众持续增收致富。

打造林果旅游观光园，发
展全域旅游新龙头。以九星山
风景区为中心，以旅游大道为
纽带，以沿线佟庄、贺庄等7个
村为核心区域，围绕景区规划
和美丽乡村建设，充分发挥依
山环水地理优势，打造林果种
植和农家旅游双创基地。目前
投资900万元的乡村连片治理
项目正在进行三堆五垛等清
理；九星山景区大门、旅服中心
及滑草场等设施已初见规模；
旅游大道正推进建设，预计年
中全线贯通，乡村特色旅游建
设进一步提速。 （刘顺顺）

打造特色产业园区壮大泥沟镇村经济

泥沟镇按照区委、区政府
2017年绿化造林工作要求，积
极动员安排部署，分解任务到
管区、村居，按照“城乡增绿、林
业增效、林农增收”的目标，点、
线、面相结合全力推进镇村绿
化工作。

该镇平原林网绿化，布局
农田防护点阵。安排镇村工作
人员下村、入田走访调查，登记
村舍、农田周边绿化缺位地块，
借助粮食高产创建兰城及大北
洛农业综合开发等项目的实
施，“见缝插绿”提高“田成方、
林成网”质量。计划绿化涉及
78个自然村22000余亩土地，

现已完成泥沟、新河庄等村
5000余亩，有效提升村居农田
绿化水平，防风固土能力。

道路水系绿化，构筑线状
景观框架。依托枣台路、前薛
路、和尚塔路、胜利渠环城生态
走廊、九星山旅游大道等 5 条
景观道路建设和 1324 亩长江
防护林建设工程，推进绿化触
角向村村通路网和过境河渠延
伸。目前，224 亩新沟河西岸
绿化、210 亩胜利渠沿线苗木
补植、15 公里泥马、台兰等村
社道路修整提升工程正在紧张
施工，大、小北洛和驻地街道近
4000米区段补植、修剪已率先

完成，切实构筑四季美观的生
态廊道。

荒山库区绿化，打造生态
绿肺片区。以九星山景区为中
心，獐山治理区域为侧翼，旅游
大道沿线佟庄、贺庄等7个连片
治理项目村为链条，全力推进西
部山区林果旅游基地建设，打造
集休闲旅游生态保育、美丽乡村
创建为一体的城市绿肺片区。
规划九星山环水库新增绿化
300亩，獐山修复造林300亩，
现已开挖树坑5万余处，将优先
种植石榴、银杏、槐树等本地特
色林果树种，进一步加快景区整
体建设进度。 （刘顺顺）

泥沟镇“点线面”结合扎实推进绿化工作

由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领
导小组办公室主办、光明网承
办的“寻找最美地名故事”网络
征集评选活动启动以来，共收
到全国 3600 余份参选作品。
台儿庄区选送的“山东台儿庄
地名故事”，经专家委员会评
审，入选全国 100 个最美地名
故事，本次入选的“100个最美
地名故事”，全省仅7个地名入
选，我市台儿庄成功入选。

活动开展以来，“山东台

儿庄地名故事”一直在网络投
票中位居前列，台儿庄区若能
在本次评选中取得好成绩，将
十分有利于提升台儿庄在全国
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更加促进
旅游城市品牌效应、辐射效应
和网络宣传的裂变效应。全力
打造生态休闲之地、文化旅游
之都、开放包容之区、创新活力
之城和“天下第一庄”品牌，让
台儿庄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谢依含)

台儿庄入选全国100个最美地名故事征集评选

3月5日，台儿庄区运河大道上热
闹非凡、人潮涌动。华阳社区志愿者
协会志愿者正在清洁交通护栏、打扫
卫生、协助交警指挥交通。为落实台
儿庄区委、区政府部署的“爱家乡、讲
文明”活动，运河街道华阳社区以“双
报到”党员和社区志愿者为主体，成立
了“红喇叭”宣传队、“黄盾牌”巡逻调
解队、“绿之源”环境保护队、“蓝天使”
医疗卫生服务队和紫荆花”义务导游
队的“五彩”志愿者服务队，根据居民
不同需求定期组织开展服务活动。目
前，五彩志愿者服务队人数已达到
612 人，已开展服务活动42 次。通过
组织实施各项志愿服务活动，推进了

“爱家乡、讲文明”活动的全面开展。
（杨涛 摄）

华阳社区

志愿服务活动热火朝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