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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zzrbxwb@126.com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天气阴转小到中雨，气温20～25℃。（枣庄市气象台昨日17时发布）

自 2015 年以来，为推动
第一书记“抓党建促脱贫”工
作，滕州市重点实施了薄弱村
提升“双百双带”工程，在枣
庄市选派 13 名第一书记的基
础上，通过选派百名第一书记
驻村帮带、遴选百个强村示范
带动，集中对软弱涣散村和贫
困村进行帮扶，实现薄弱村的
转化提升。

两年来，两级第一书记植
根基层、扎实工作，深入群
众、身体力行，把党组织的关
怀和好政策送到农民的家门
口、心坎上，赢得了群众的信
任。他们的一言一行，如春风
吹开了遍野鲜花，温暖了百姓

心窝。
强班子抓队伍，夯实基层

组织基础
南沙河镇高庄村，房前屋

后的花儿散发着迷人芬芳，干
净整洁的硬化道路直通农家院
落。村民们经常在“四定双
诺”目标管理和村务公开栏
前，仔细查看财务、村务情
况。谈起这两年村里发生的变
化，村民高敬良感慨地说：

“多亏党组织给俺村配了个好
书记！”

这名被村民跷起大拇指夸
赞的好书记，是南沙河镇高庄
村第一书记赵伟。两年前的四
月份，枣庄市人大研究室调研

科科长赵伟到村任职后，牢牢
抓住基层党建这个重点，从完
善村级规范化管理入手，认真
落实村班子定经济发展目标、
定平安建设目标等“四定双诺
三挂钩”目标管理，全面推行
村务财务公开，提升村级班子
履职能力。两年后的今天，这
个薄弱村已成为班子过硬的强
村，不仅村民满意度大幅提
升，而且成功创建了滕州市级

“美丽乡村”。
村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

村子强不强要看“领头羊”。
如同赵伟一样，百名第一书记
到村任职后，针对本村党建工
作实际，在强班子、抓队伍、

建平台上下功夫，深入调研、
倾听民声，制定措施、完善制
度，为加快村级发展筑牢组织
基础。第一书记共走访座谈党
员 2.76 万人、群众 12.52 万
户，召开座谈会 2608 次，发
展党员159名，培养后备干部
412名。

高庄村的蝶变也在羊庄镇
西江村出现。西江村党支部共
有党小组 8 个，党员 52 人。
第一书记马军到村任职后，通
过调研摸底，选强配齐了村

“两委”班子，严格落实“四
定双诺”目标管理和“四议两
公开”制度，规范村级事务运
行，增强了支部堡垒的战斗
力。

班子强了，风气正了，村
庄发展的基础也牢固了。正如
马军所述：“打造一支过硬的
村级班子，是第一书记的首要
任务，或许村民不能直观地感
受到，却对未来影响深远，是

最大的实事。”
引资金上项目，推动农村

经济发展
两则鲜活的事例，折射出

第一书记带领村民致富的务实
情怀：鲍沟镇关村第一书记詹
伟，在淘宝网筹建“关谷麦
场”网店，帮助农民将自制农
产品在网上销售，翻倍提高了
贫困家庭的收入；东沙河镇蔡
村第一书记朱超，争取金融机
构贷款 10 万元，扩大村级手
套厂生产规模，解决了周边
10 多个村 400 多名妇女的就
业难题。

实打实的业绩，源自实打
实的作风。驻村帮扶要为群众
带来什么，是每名第一书记永
远挂在心上、担在肩上的责
任。他们入村后，围绕“帮扶”

“转化”这些关键词，充分发挥
自己的学识、能力，通过招商引
资、资源整合、组建经济合作
组织等方式， （下转A2版）

耕耘在希望的田野上
——滕州市第一书记驻村帮扶工作综述

本报记者 张孝平 通讯员 甘甜

本报讯 今年以来，市
交通运输局大力加强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持续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保持了全市交通
运输行业绿色发展、循环发
展、低碳发展的良好势头。

明确责任，做好整治攻
坚。为推进交通运输领域环
境保护突出问题综合整治，
市交通运输局印发了 《全市
交通运输系统 2017 年环境保
护突出问题综合整治攻坚方
案》，成立了综合整治领导小
组，指明了突出问题，落实
了保障措施，责任清单、整
改时限等。

加强督导巡查，层层夯
实责任。从 8 月 19 日开始，
组成6个专项督导组，每2天
开展一次专项督导，持续保
持交通运输领域环保督导高
压态势，层层传导压力、夯
实责任，以督促干，以督促
改，以督促进。截至目前，
累计检查公路工程施工现场

15 个次，交通运输企业 7 家
次，港口企业7家次，治超站
3 个，联合治超执法点 3 个
次，农村公路养护中心 2 家
次，混凝土搅拌站5个次，沥
青搅拌站2个次。

突出重点，切实做好交
通运输重点领域节能减排工
作。按照公路建设养护、道
路运输环保、港航环保三个
行业体系，梳理了绿色交通运
输体系建设、交通运输规划环
境评价、交通工程施工污染监
管、船舶污染防治、重污染天
气应急响应、新能源汽车推广
应用等 11 个重点整治、推广
项目，推动各责任单位全面贯
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
在生产建设过程当中切实节
约和合理利用各种资源、能
源，大力应用、推广各类新
技术、新工艺，逐步控制和
减少污染物排放，实现交通
运输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互
促共赢。 （冯超）

我市交通运输业驶向“绿色发展”路

9月3日，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柳琴戏 《沂蒙情》 巡演在我市举行。《沂蒙情》 讲述了沂蒙山下一家人两代红嫂舍小
家顾大家、拥军支前的故事，塑造了抗日战争年代沂蒙山妇女群体英雄形象，再现了感天动地的沂蒙精神。该剧由临沂市
柳琴戏传承保护中心排演，自2011年10月首演以来，至今已演出200余场。 （记者 刘品 摄）

“拉魂腔”唱响沂蒙情

本报讯 我市第二十六
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选
工作将于 9 月 6 日启动，本
次申报截止时间为 2017 年
9月30日。

本次申报范围包括：凡
我市个人或集体的哲学、社
会科学研究成果（包括学术
专著、理论文章、调查报告、
科普读物、志书、教科书、工
具书、学术译著、古籍整理和
注释等）均可申报参评。参
评成果应为在经市级及以上
政府新闻出版管理部门批准
的正式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或
出版社正式出版的著作；或
在经省、市新闻出版局准印
的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或编
著；虽未公开发表，但确有较
高学术水平，对实际工作有
重要指导作用，并经市委、市
政府及有关区（市）级以上部
门批示、推广、应用，已取得
重大社会效益的研究报告、
方案、建议等，被市（地）级以
上社会科学权威权构鉴定确
认合格的社科课题，亦可申
报参评。

申报成果的有效出版
（发表）时限为2016年1月1
日 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
申 报 联 系 电 话 是
0632-3312442。

（本报记者）

市第二十六次
社科优秀成果奖
评选开始申报

本报讯 9 月 4 日，中
央第三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
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 17
件，累计交办204件。本批
交办的信访件，共涉及5个
区 （市），分别是滕州市 5
件、薛城区 2 件、市中区 5
件、高新区2件、台儿庄区
3件。

本批交办的信访件涉及
环境问题 29 个，其中，大

气污染问题 14 个，水污染
问题 7 个，扬尘污染问题 1
个，噪声污染问题2个，垃
圾污染问题3个，生态问题
1个，其他问题1个。

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
部交办上述各区 （市）。按
照中央环保督察组的要求，
整改和处理情况将及时向社
会公开。

（本报记者）

中央第三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
转办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第二十四批）

本报山亭讯 日前，山
亭 区 食 药 监 局 联 合 区 教 育
局，开展学校食堂食品安全
大培训大检查大整改大提升
等“四大行动”，保障师生学
校食品安全。

该区对辖区 144 所中小
学 （幼儿园） 校长、分管校
长、食品安全管理员、厨师
长，集中开展为期 10 天的学
校食堂食品安全知识培训，
重点培训食品安全相关法律
法规、学校食堂食品安全操
作规范以及相关警示内容。
截 至 目 前 ， 共 开 展 培 训 3
期，培训人员640人次。

从8月下旬开始对全区学
校食堂开展为期一个月的专
项集中检查活动，重点检查
学校食堂食品安全责任制落
实情况、原料及食品添加剂
等 采 购 储 存 、 食 品 加 工 制
作、餐用具清洗消毒等食品
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到
目 前 ， 共 检 查 学 校 食 堂 26
家，下发监督意见书和整改

通知书4份。
采取边检查、边通报、

边督促整改的方式，对检查
中 发 现 的 问 题 ， 督 促 学 校

（含幼儿园） 立行立改。开展
“回头看”行动，对整改情况
落实不力的学校，依法采取
约谈负责人，凡整改后仍不
达标准并存有严重安全隐患
的学校食堂，依法予以关停。

以大培训大检查大整改
工作为抓手，以严格落实学
校 食 堂 “ 四 查 ” 制 度 为 基
础，以督促学校食堂软硬件
条件提档升级为切入点，督
促学校建立并完善食堂食品安
全风险防控措施，鼓励学校食
堂实行大宗物品集中采购、建
立快检室、实施“明厨亮灶”
工程、开展“清洁厨房”行
动、实施色标管理，开展白手
套、白毛巾、白口罩“三白”
行动等，助推学校食堂提档升
级，让学校师生吃上安全放
心食品。（记者 梁鸿雁 通
讯员 李娜）

大培训 大检查 大整改 大提升

山亭“四大行动”守护学校食品安全

新华社厦门 9 月 4 日电
（记者 李忠发 许雪毅）金砖
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4日在
厦门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国家
主席习近平主持会晤。南非总
统祖马、巴西总统特梅尔、俄罗
斯总统普京、印度总理莫迪出
席。五国领导人围绕“深化金
砖伙伴关系，开辟更加光明未
来”的主题，就当前国际形势、
全球经济治理、金砖合作、国际
和地区热点问题等深入交换看
法，回顾金砖合作 10 年历程，
重申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
砖精神，达成一系列共识，为金
砖合作未来发展规划了蓝图、
指明了方向。

上午9时50分许，金砖国
家领导人陆续抵达会场。习近
平热情迎接，并同他们一一握
手寒暄，随后集体合影。

在大范围会议上，习近平
发表题为《深化金砖伙伴关系
开辟更加光明未来》的重要讲

话，积极评价金砖合作走过的
10年光辉历程，强调要开启金

砖合作第二个“金色十年”，使
金砖合作造福五国人民，惠及
各国人民。

习近平指出，金砖合作之
所以得到快速发展，关键在于
互尊互助，携手走适合本国国
情的发展道路；秉持开放包容、
合作共赢的精神，持之以恒推
进经济、政治、人文合作；倡导
国际公平正义，同其他新兴市
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和衷共
济，共同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习近平强调，世界格局深
刻复杂变化的背景下，金砖合
作显得更加重要。我们应该再
接再厉，全面深化金砖伙伴关
系，开启金砖合作第二个“金色
十年”。

第一，致力于推进经济务
实合作。我们应该在贸易投
资、货币金融、互联互通、可持
续发展、创新和产业合作等领
域拓展利益汇聚点，共同把握
新工业革命带来的历史机遇，
积极探索务实合作新领域新方
式，拉紧联系纽带，让金砖合作

机制行稳致远。
第二，致力于加强发展战

略对接。我们应该发挥各自在
资源、市场、劳动力等方面比较
优势，本着共商、共建、共享原
则，寻找发展政策和优先领域
的契合点，继续向贸易投资大
市场、货币金融大流通、基础设
施大联通目标迈进，以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契
机，谋求经济、社会、环境效益
协调统一，实现联动包容发展。

第三，致力于推动国际秩
序朝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
我们应该坚定奉行多边主义和
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推动构建
新型国际关系。要推动开放、
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
全球化，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反对保护
主义。要推进全球经济治理改
革，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为解
决南北发展失衡、促进世界经
济增长提供新动力。

第四，致力于促进人文民

间交流。让伙伴关系理念扎根
人民心中，将使金砖合作永葆
活力。今年，五国人文交流合
作全面铺开，举行了丰富多彩
的活动。希望这些活动能够经
常化、机制化，努力深入基层，
面向广大民众，营造百花齐放
的生动局面。

习近平指出，过去 10 年，
是金砖国家集中精力谋发展的
10年，也是坚持不懈深化伙伴
关系的 10 年。在金砖合作的
历史进程中，10年只是一个开
端。让我们共同努力，推动金
砖合作从厦门再次扬帆远航，
开启第二个“金色十年”的大
门，使金砖合作造福我们五国
人民，惠及各国人民。

祖马表示，新形势下，金砖
国家要深化金砖战略伙伴关
系，推进机制建设，加强同其他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联
系，谋求共同发展。明年，南非
将担任金砖国家主席国，会全
力做好下届领导人会晤筹备工
作，提升金砖合作凝聚力和影

响力。
特梅尔表示，我们五国要

加大对金砖合作的战略投入，
巩固全方位伙伴关系，为五国
发展注入更大动力。要加强国
际发展合作，完善全球经济治
理，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普京表示，我们应该拓宽
和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
金砖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要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反对
保护主义，推动包容和可持续
增长。要加强协调，在国际和
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
用，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莫迪表示，金砖国家要深
挖经济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务
实合作成果，维护多边贸易体
制，推动人文交流，让金砖合作
深入民心。

各国领导人积极评价厦门
会晤，一致同意落实好会晤达成
的各项成果，推动金砖合作不断
向前发展。与会领导人表示，将
支持南非做好明年金砖国家主
席国工作。 （下转B3版）

全面深化金砖伙伴关系 开辟更加光明未来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举行 习近平主持会晤并发表重要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