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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兴仁街道高度重
视社区建设，坚持以党建为统
领，以开展社区建设年为契机，
抓队伍、比服务，抓重点、强阵
地，抓改造、树形象，全面开展各项
惠民工程，扎根群众筑牢基础，全
力打造首善之区。

强化自身基础建设
抓队伍，按照书记、主任、文

书、计生专职配齐配强社区班
子，确保社区固定人员4人，打造
过硬队伍。抓阵地，规划建设 4
个社区党群服务站，完善提升社
区服务功能。其中，光明社区党
群服务站建设资金25万元，已开
工建设，配套资金15万元，预计
9 月初投入使用。抓服务，成立
了凤凰苑、天安裕景等小区业主
委员会，更换“慵懒散”物业1家；
开展文艺进社区活动 6 场次，成
立光明社区民间艺术团，协调省
吕剧院义演 2 场次。抓安全，投
资 5 万元，高标准建设了 4 个社
区微型消防站，配备充实兼职消
防人员；推行网格化管理，加大
信访维稳力度，成功化解各类信
访矛盾60起，协商解决居民关心
关注的热点问题 100 余起。抓
创新，积极探索智慧社区建设，
开发“兴仁 e 家”APP，协调中广
有线开通社区服务模块，实现网
上缴费、物业投诉、物业报修、社
区论坛等业主互联网+生活功
能。

抓好重点工作落实
大力开展文明城创建活动：

强化宣传引导，投资120万,建设
主题公园，制作宣传牌240幅、公
益墙体画 1200 平方，重点做好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六类公
益宣传，增强文明氛围，强化居
民文明意识。开展文明活动，组
织志愿者开展了文明出行、文明
用餐、文明引导、诚信经营等志
愿服务活动150余次。完善基础
设施，完善社区、小区活动场所，
充实各类文体活动设施，落实物
业主体责任，确保小区功能完
善、设施齐全、氛围融洽。

扎实推进老旧小区改造
摸清底数，街道现有老旧小

区12个，共1740户，均存在杂物
乱堆乱放、墙壁乱涂乱画、车辆
随意停放、违规种植菜园子等现

象。改造提升，街道投资100万元，改造老旧小区约18万平
方米, 拆违16处。其中，兴仁小区单体累计投资近80万元，组
织人员100余次，工程车辆80余辆次，清淤绿化硬化1万平方
米，拆除违建3处，粉刷楼体墙面11660平方米，制作墙体
画280平方米，外运各类垃圾约150车。强化管理，针对老
旧小区管理难问题，街道创新管理，由政府买单，打包老旧
小区交由物业公司统一管理，街道发挥服务、监督作用。

推进社区建设，不断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是兴仁街
道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工作内容，下一步，街道
将进一步加强城市精神文明建设，完善城市基层民主政治
建设，巩固城市基层基础，切实维护高新区的平安、和谐、
稳定。

（侯星宇 张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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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省商务厅副厅长任海涛一行到高新区开展“万企大走访”
活动。高新区党委委员、副主任高欣等陪同了走访活动。

据了解，这次“万企大走访”是省商务厅为推进商务领域新旧动
能转换，激发外贸发展新优势，加快内贸流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
造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聚焦重大政策、重大项目、重大活动而组织
开展的一项重要活动，枣庄是这次“万企大走访”活动的第二站。

任海涛一行先后深入到华润三九制药和枣庄之星汽车销售服务
公司进行了实地调研。在企业负责同志的陪同下，任海涛详细了解
了企业的生产建设和销售经营情况。通过现场参观和了解企业生产
经营情况，任海涛对高新区积极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快企业创新发
展所取得的成效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在管委九楼会议室，高欣向任海涛一行详细介绍了高新区近年
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双方就招商引资、企业孵化等方面的经验做
法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探讨。 （赵洪正）

省商务厅领导到高新区
开展“万企大走访”活动

近日，市督导组到高新区督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
题公园建设情况。高新区党委委员、政工部部长谢辉及区
直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陪同了督导活动。

督导组深入到德仁主题公园进行了实地察看，在现场
听取工作人员的情况汇报后，督导组一行对该区的主题公
园建设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据了解，按照该主题公园的设计方案，高新区准备投入
40余万元，开展11类，69组不同风格造型的主题公园设施
建设。建成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公园，将成为高新
区的一张新的城市名片，成为辖区居民开展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教育的一个主阵地、新讲堂。 （李高澍）

市督导组督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主题公园建设情况

黑石岭村砖厂烟囱在轰鸣中被成功爆破，非法塑料颗粒厂、
石料厂被依法关停，造成环境污染的多家养殖场被依法拆除，部
分驻地企业因环保问题被问责……张范街道重拳治污，掀起环
保“亮剑”行动。

张范街道按照省市及高新区有关环保工作精神和部署，召
开了环境保护工作专题会议，并开展了一系列环境整治活动，进
一步强化辖区环境监管和治理，依法取缔非法土小企业，打击私
挖盗采，加大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全力消除环境污染隐患，城乡
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人居环境不断提升。

抓好环境保护工作是当前的一项政治任务，是一项利在千
秋的民心工作，更是一项利他利己的责任工程。当前及今后一
段时间，张范街道将秉承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思
路，把环保工作融入到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建设全过程，加
强综合协调、部门联动，严格开展环保巡视工作，坚决依法打击
环境违法行为，切实维护好环境权益，把环境质量做为地方持续
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努力实现经济与环保“双赢”，让水更清，天
更蓝，群众生活更幸福。

（王钰）

张范街道重拳治污
推进绿色发展

近日，高新区兴城街道蒋庄村村民反映自来水
变浑浊，没法用，怀疑与旁边的水塘渗入有关。接到
村民反映后，街道非常重视，成立专项小组，保障村
民用水安全。同时请来市供水总公司工作人员现场
提取水样进行水质检测，在村里进行走访调查，安排
人员清理河道附近卫生，设置围网将水塘进行隔离
严禁乱扔垃圾现象的发生，对塘坑进行清理回填，共
动用机械5辆，人员21人，清运垃圾3吨，回填土石
1500余立方米。

曾参与勘测及机井开挖工作，今年76岁高龄的
枣庄市水文地质高级工程师高化清亲自来到现场，
并画了地型示意图。据高化清介绍，蒋庄村处于枣
陶煤田边缘地带，枣陶煤田是中奥陶系第四段的纯
灰岩，呈现弧形展布，存在几处张扭性大断裂，而蒋
庄村这口井就处于其中一处断裂带上，由于汛期来
临，地下水位升高，导致机井水受到影响因而变得浑
浊，地下水位下降后，就不会出现变浑浊的情况。去
年邹坞镇马庄村也出现过水变浑浊的情况，这属于
正常现象，不用惊慌。水质经过检测合格后就可使
用，或者等地下水位下降后，也可正常使用。

从群众反映，到街道迅速有效处理，蒋庄村自来

水问题的及时解决，是兴城街道一直狠抓环保，重视
民生的一个事例。今年以来，兴城街道更是坚持“属
地管理、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不动摇，以更大的决
心、更强的恒心、更硬的措施，重拳治理辖区各污染
源，打好环境保护攻坚战和持久战。

兴城街道将环保工作纳入全年重点工作目标，
始终坚持“一把手”亲自抓、分管领导靠上抓，业务部
门具体抓的整治工作格局，制定印发《环境保护工作
职责分工方案》、《网格化环境监管实施方案》等文
件，细化工作责任，层层签订责任书，明确工作目标
和工作任务，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通力协作的
环保工作局面。同时，为强化安监与环保执法力度，
今年新成立了安监与环保执法中队，调整充实了执
法人员14名，加大了执法力度，确保了执法的质量和
成效。

街道成立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辖区
内所有工业企业及洗浴业的燃煤巡回监督检查力
度，加大对建筑业和易产生二次扬尘的沙场、石料
场、砖厂、储煤场等的整治力度，同时，建立工作台
账，实行销号制度，确保全部整治到位。先后清理、
拆除10家锅炉、6家土小颗粒厂、6家石料场、1家土

小化工厂、1家存放化工原料桶车间。特别是加大对
老枣曹路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共计出动钩机 40 台
次，铲车 49 台次，出动街村干部 403 人次，搬运工
440人次，清理垃圾9万立方米，清理沙土石22.6万
立方米、储煤6.8万吨，拆除各类机器设备186台，拆
除洗煤厂 3 处、砌块厂房 5 家，整理场地 48 万平方
米，拆除违法建筑1.5万平方米，修整道路8公里,铺
设管涵360余米，新建、改造垃圾中转站沉淀池150
余立方米，老枣曹路的环境面貌焕然一新。

兴城街道建立健全“网格管理、责任到人”的网
格化环保监管新体系，把网格化环境保护管理体系
作为环保治理的重要抓手，对制度落实情况、工作任
务、责任人等进行公开，接受群众监督，及时解决村
民疑问，为环保攻坚提供强大组织管理保障。

兴城街道相关负责人说，下一步，兴城街道将继
续通过日常监察、专项督查、突击检查相结合的高压
态势，加强对重点时期、重点企业、重点行业、重点地
区的环境监管，加强源头管控，强化部门协调协作，
全面提升环保工作水平，打赢环保攻坚战。

（范福弟）

兴城街道打好环保组合拳促发展

日前，高新区脱贫攻坚重点工作汇报会在管委九
楼会议室召开。市政府党组成员、高新区党委书记李建勋，
区领导夏同强、韩耀辉、韩昉、邓国庆、谢辉出席会议，各街
道、区直相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听取了区扶贫办近期脱贫攻坚重点工作的汇
报，各街道也分别汇报了扶贫工作情况。韩耀辉就目
前扶贫项目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强调，要求按照市里的
统一安排，确保该区今年年底前完成全面脱贫任务。

李建勋就落实好扶贫攻坚工作提出了要求：一要
在思想认识上高度重视扶贫工作，充分认识扶贫、脱贫

的重大政治意义。脱贫攻坚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
大战略部署，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各级党委中心工作之一。对待扶贫工作一定
要提高政治站位，不要把它当作一般性的工作来对待，
扶贫工作更不能有任何的掺假。二要在抓细、抓实上
下功夫。要以实事求是为根本指导原则，把真正脱贫
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来推动我们的工作。
实实在在的脱贫，做到无愧我心。三要加强扶贫工作
指导。区扶贫办、各个部门的同志要指导到位、监督到
位、随时提醒、随时督查，使我们已经做过的工作以完

整的成果显现出来，能够以标准化的姿态进入到全国
扶贫、脱贫的大系统中去。

李建勋强调，要强化问责机制，扶贫工作绝不可
以出现纰漏，对那些不把扶贫工作当回事、假公济私、
包庇亲友等行为，要坚决问责，严肃查处。要强化长效
机制，继续实施孝善养老扶贫模式，鼓励给予一定比例
的供养政策扶持。要强化扶贫管理，用项目的办法、用
公正的办法来解决我们长期的扶贫问题，切实把党委、
政府的直接行为转化为社会救济和社会治理模式。确
保扶贫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陈琳 曹雪）

坚定信心 攻坚克难 打赢脱贫攻坚战

高新区召开脱贫攻坚重点工作汇报会议

8月17日至8月25日，高新区开展
2017“金秋助学”活动。市政府党组成
员、高新区党委书记李建勋及区领导李
清华、高欣、夏同强、陈之群、韩耀辉、韩
昉、邓国庆、魏朝生、吕学尚、谢辉先后深
入到兴仁街道、兴城街道和张范街道，为
困难大学生发放了助学金。

在走访中，李建勋希望学子们走进
大学校门后，继续努力学习，继续发扬勤
俭、诚信的本色，常怀感恩之心、常念感
激之情、常有为公之德。学会用道德规
范自己，用智慧疏导自己，克服困难、戒
骄戒躁、奋勇拼搏，不辜负家乡父老乡亲
的期望，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争取早
日成为优秀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以优异
的成绩回报家乡、回报社会。

2017年是高新区连续14年为新入
学困难大学生发放资助金，这既是高新
区党委、管委对即将步入大学殿堂的莘
莘学子的关爱与激励，也是顺民心、惠民
生、促和谐的重要举措。（陈琳 曹雪）

“金秋助学”
关爱贫困学子

8月29日，由高新区建设局、扶贫办组成的
联合督导组到兴仁街道督导贫困户危房改造工
作。街道城乡建设办、扶贫办、监理公司负责同
志陪同。

督导组一行到兴仁村、匡山腰村、匡山头村、
西曲柏村、曲柏后村、东谷山村实地督导检查，并
听取街道、村负责同志整改情况汇报。

督导组要求，兴仁街道要认真确定危房改造
对象，高标准统一规划，严把审批程序、质量监
管、工程进度，按时完成改造任务，确保把好事做
好、实事做实；要抓住当前施工的有利时机，在确
保工程质量的前提下，科学谋划，统筹安排，加快
工程建设速度，确保在规定时间内全面完成整改
任务，让农村贫困家庭早日入住新房。（侯星宇）

高新区加强危房改造督导工作

为进一步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发扬
“尊老爱老、关爱老人”的优良传统，8月23日上午，高新区兴城
街道50余名党员志愿者走进兴城街道老年公寓为老人们奉献
爱心。高新区党委委员、政工部部长谢辉，兴城街道党工委书记
王鹏伟等领导参加了活动。

云众创客企业咨询管理有限公司的志愿者自发捐款购买了
大米、面粉等物资专程送到老年公寓，将企业党员诚挚的关爱与
祝福带到老人们身边。兴城新兴艺术剧团和老南石剧团的志愿
者们表演了豫剧《朝阳沟》、京剧《梨花颂》、柳琴《夕阳红》等20
余个经典曲目，博得了老人们阵阵掌声。

整个上午，兴城街道老年公寓处处洋溢着温馨友爱、其乐融
融的和谐气氛。诚挚的问候、精彩的演出让老人们充分享受关
怀和抚慰带来的精神鼓励，感受老有所依、老有所乐的幸福快
乐。“服务无终点，奉献无极限”。兴城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将进
一步提升党员志愿服务水平，开展好特色志愿服务活动，将践行

“两学一做”融入到党员日常管理、教育之中，全面提升基层党建
工作水平。 （王懔洋）

送关怀情满公寓
献爱心老少欢歌

兴城街道党员志愿者到老年公寓慰问演出

8 月 30 日下午，泰国工商总会主席郑芷荪
一行来高新区考察。市政府党组成员、高新区党
委书记李建勋，高新区党委委员、副主任高欣，高
新区政协工作室主任吕学尚及区直有关部门的
负责同志陪同了考察活动。

考察团首先在管委九楼会议室观看了高新
区宣传片。座谈中，郑芷荪对高新区近年来经济
和社会事业发展所取得的成效给予了高度评价，
感谢高新区对泰国康帝集团的信任和帮助。

李建勋代表高新区党委、管委对郑芷荪一行
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李建勋指出，枣庄泰国
世博园项目选择在我区落户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高新区非常重视该项目的建设，我们将以最好的
服务，努力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李建勋希望泰
国世博园能够加快推进项目建设进度，提高工作
效率，同时双方不断加强交流往来，深化彼此的
友谊和感情，共同开启双方互惠合作、发展共赢
的新征程。 （李高澍）

泰国工商总会主席郑芷荪一行到高新区考察

9 月４日下午，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党组书
记、局长史峰一行到张范街道小屯村，与14户贫
困家庭开展一对一结对帮扶活动。

史峰代表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党组给帮扶贫
困家庭送去了电风扇、化肥、轮椅等慰问品。为
帮助村党支部进一步加强农村党建工作，专门购
买了电视机、书籍、Ｕ盘等教育学习用品，全力支
持基层党组织抓党建促脱贫。结对帮扶见面会
结束后，帮包党员到贫困户家中实地走访调研，

详细了解贫困家庭的困难和需求，积极向他们宣
传扶贫政策，帮助贫困家庭理清脱贫思路，树立
脱贫信心，谋划脱贫项目。

张范街道按照市、区脱贫攻坚工作的部署要
求，加强政策学习，研究扶贫措施，整合各方力
量，结合各村的实际情况，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
创新思路，因地制宜，对症下药，狠抓落实，努力
探索实践党建扶贫、产业扶贫、精准脱贫的新路
子，强力推进张范街道脱贫攻坚工作。（王钰）

市质监局结对帮扶小屯村14户贫困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