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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zzrbxwb@126.com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天气多云间晴，南风转东风2～3级，气温20～28℃。（枣庄市气象台昨日17时发布）

本报讯 9月19日，十一
届市委第四轮巡察工作动员部
署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了市
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
同道听取十一届市委第三轮巡
察情况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
神，部署十一届市委第四轮巡
察工作。市委常委、市纪委书
记、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组
长王玉波出席会议并讲话。

李同道在听取十一届市委
第三轮巡察情况汇报时指出，
第三轮巡察是我市巡察工作的
新探索、新实践，体现了中央
和省委巡视巡察工作的新部
署、新要求，各项工作谋划周
密、方向精准，各巡察组深入
基层、积极作为，取得明显成
效。他要求，要强化政治巡
察，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两个责任”，进一步净化政治
生态。要深化巡察成果运用，
建立健全整改长效机制，切实
发挥巡察推动工作、回应群众
关切的重要作用。要认真贯彻
中央巡视巡察新部署新要求，
突出巡察重点，紧盯群众身边
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开展
好县级扶贫领域专项巡察，扎
实推进市县巡察工作，以实际
成效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
开。

王玉波指出，要旗帜鲜
明 讲 政 治 ， 突 出 “ 四 个 意
识”，突出“关键少数”，突
出问题导向；坚定不移深化
政治巡察，坚守政治标杆，
聚焦政治任务，坚持政治视

角 ， 更 好 发 挥 政 治 “ 显 微
镜”和“探照灯”作用，积
极营造良好政治生态。要坚
持 以 群 众 为 中 心 的 工 作 理
念，精准定位，精准组织，
精准发力，进一步明确巡察
重点，创新巡察方式，快查
典型问题，深入扎实推进巡
察全覆盖。要深入学习贯彻
新修改的 《中国共产党巡视
工作条例》、新颁布的 《关于
市县党委建立巡察制度的意
见》 和 《被巡视党组织配合
中央巡视工作规定》 等巡视
巡察新规定，着力推动全市
巡察工作提质增效。要抓学
习，抓责任，抓联动，建设
过硬队伍，深化对接沟通，
推进市县互通，切实用好巡
察这把利剑，推动全面从严
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纵深发
展。

经市委批准，十一届市
委第四轮巡察安排 7 个巡察
组，分别对市水利和渔业局
党 委 、 市 工 商 业 联 合 会 党
组、市林业局党组、市科学
技术协会党组、市商务局党
委、市畜牧兽医局党组、市
民政局党组、枣庄仲裁委员
会秘书处党组、市农业局党
委 、 市 社 会 科 学 联 合 会 党
组、市粮食局党委、市老龄
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党组、市
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党委、市
旅游和服务业发展委员会党
委开展“一托二”巡察。

（枣纪宣）

李同道对全市巡察工作提出要求

强化政治巡察 深化成果运用
扎实推进市县巡察工作

本报讯 9月19日，全市
三秋生产暨秸秆禁烧利用工作
会议在市政大厦召开。市委副
书记梁宪廷出席并讲话，副市
长霍媛媛主持，市政协副主席
杨家国出席。

会 上 ， 霍 媛 媛 宣 读 了
2017 年全市三夏秸秆禁烧和
综合利用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
个人表彰决定，并代表市政府
与各区（市）政府、枣庄高新
区管委会签订三秋秸秆禁烧工
作目标责任书。

梁宪廷指出，今年三夏以
来，通过全市上下和各级各有
关部门共同努力，三夏生产和
秸秆禁烧利用工作取得了明显
成效，全市夏粮生产实现丰产
丰收，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95%以上，我市成为全省没有
卫星监测火点的五个地市之
一。

梁宪廷就做好今年三秋生
产和秸秆禁烧利用工作强调，

要科学把握形势，进一步增强
抓好三秋生产和秸秆禁烧利用
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坚持
问题导向，积极采取措施，层
层压实责任，切实把三秋生产
和秸秆禁烧利用工作抓紧抓
实。要突出关键环节，充分发
挥秋收农机主力军作用，高标
准抓好秋种工作，进一步优化
调整产业结构，加快转变农业
资源利用方式，统筹抓好三秋
生产各项工作。要持续巩固成
果，确保打赢秸秆禁烧利用工
作硬仗。要严格落实责任，强
化工作措施，加强重点防范，
做好技术防范，加强秸秆堆放
管理，严格巡查执法，加大宣
传力度，狠抓综合利用，确保
完成全年禁烧目标任务。要强
化组织保障，加强组织领导，
严格巡查执法，强化资金投
入，推动三秋生产和秸秆禁烧
利用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

（记者 李鲁）

全市三秋生产暨秸秆禁烧
利用工作会议召开
梁宪廷出席并讲话

近年来，薛城区深入实施创新驱
动战略，加强创新平台建设，不断培育
壮大新兴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助
推经济转型升级。目前，全区建设各
类省级创新孵化器 4 处，汇聚创业商
户850余家，带动就业8700余人，成
功孵化企业75家。

上图:润恒光能有限公司工作人
员在操作数控全自动焊接机。

左图:在润恒光能有限公司车
间，ABB 智能机器人进行光伏组件
搬运作业。

（记者 张晶 通讯员 徐子
棋 摄）

技改升级
增效益

本报讯 当前，全市三秋
生产在即，全市农业系统立足
及早谋划，坚持多措并举，积
极备战全市三秋生产和秸秆禁
烧综合利用工作，为实现全年
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和自然生态、宜居宜业打好
基础。

加强组织领导，及早安排
部署。积极组织筹备全市三秋
生产暨秸秆禁烧利用工作会
议，总结三夏工作，安排部署
三秋生产和秸秆禁烧综合利用
等工作。印发秋种技术意见、
三秋农机化生产工作意见、三
秋期间天气预报等文件，指导

三秋生产。健全领导工作和技
术指导机构，确保三秋生产和
秸秆禁烧利用工作顺利推进。

加强生产指导，抓好秋收
秋种。加强秋粮后期田间管
理，强化监测预警，推行病虫
害统防统治，重点实施好玉米

“一防双减”。指导农户和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实施玉米适期
晚收，挖掘增产潜力。鼓励支
持畜牧养殖企业增加青贮量，
帮助农民销售青贮玉米。推广
秸秆还田、机械深耕深松、配
方施肥、适时晚播、宽幅精播
等综合配套技术，确保高质量
完成秋种任务。针对部分玉米

地块受灾情况，积极组织农户
及时申请保险理赔，尽最大程
度弥补农民的损失。

实施统一供种，提高秋种
质量。做好小麦统一供种，有
利于新品种的广泛推广、统一
病虫害防治、统一肥水管理、
统一机械种收等。市农业局下
发了《关于切实做好小麦良种
统一供种工作的通知》，发布
了我市的主导品种和主推技
术。市财政安排专项资金支持
小麦高产创建万亩方5个，山
亭区、市中区、峄城区、台儿
庄区、枣庄高新区各1个，实
施绿色高产创建示范方良种推

广补助项目，统一供种量为机
械包衣种子每亩 7.5 公斤左
右，每亩补贴 10 元。积极开
展农资打假护农活动，重点检
查经营销售假冒伪劣种子、农
药、化肥等农资行为，确保三
秋生产安全。

强化项目支撑，推进农业
可持续发展。充分结合生产实
际，积极整合粮食生产、秸秆
综合利用和耕地地力提升等项
目资金，组织实施中央秸秆综
合利用、省级粮食高产创建平
台、省级农药残留治理工程和
市级财政支持“三区”建设项
目。大力抓好测土配方施肥项

目实施，提高小麦配方肥使
用覆盖率，努力提升科学施
肥水平。积极推进水肥一体
化项目，2017 年全市共建立
水肥一体化核心示范区 8 处，
新增水肥一体化应用面积 10
万亩。

强化秸秆禁烧和综合利
用，推进生态生态文明建设。
继续坚持三夏期间的好做法，
实施全年全域禁烧。进一步严
格责任落实，完善“五联包”
和立体网络，全面落实定专
人、定职责、定区域、定岗
位、定时间、定要求的“六
定”禁烧措施。强化各项工作
措施，严格对禁烧工作的督查
巡查。因地制宜拓宽秸秆综合
利用渠道，积极推广秸秆机械
化还田、腐熟堆沤还田等技
术，推动秸秆基料化利用，推
进秸秆能源化利用。

（振华 沛东 邵鹏）

加强指导 及早部署

我市扎实做好三秋生产工作

本报讯 9 月 19 日上午，
枣庄市人民政府与中国银行山
东省分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
式在开元凤鸣山庄举行。中国
银行山东省分行行长王锡峰，
副行长景在伦；市委书记、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同道，市委
副书记、市长李峰，市委常
委、秘书长朱国伟，副市长张
成伟，枣矿集团总经理杨尊献
出席仪式。

仪式上，王锡峰、李峰分
别致辞；市政府与中国银行山
东省分行签订了战略合作协
议；枣矿集团、枣庄市基础设
施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枣
庄市立医院与中国银行枣庄分
行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王锡峰在致辞中，对我市

近年来在产业转型、城市建
设、生态保护、民生改善等方
面取得的成绩给予了高度评
价。他指出，在当前经济新常
态下，枣庄市委、市政府坚决
贯彻省委决策部署，把加快新
旧动能转换作为统领经济发展
的重大工程，全市经济社会发
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中国银行
山东省分行将全力配合枣庄市
委、市政府的新思路、新举
措，整合优势资源，加大创新
力度，与政府密切合作，与企
业同舟共济，为枣庄市新旧动
能转换和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全
方位的金融支持。

王锡峰强调，这次战略合
作协议的签订，必将进一步深
化双方合作、推进银企联动，

为枣庄经济发展提供有力保
障。未来五年，中国银行山东
省分行还将加大对枣庄的信贷
资金投入，全力支持高端设备
制造、化工新材料和精细化
工、电子信息和大数据产业等
行业领域的发展，为建设自然
生态、宜居宜业新枣庄贡献更
大力量。

李峰在致辞中代表市委、
市政府，对中国银行山东省分
行长期以来给予枣庄发展的有
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中国
银行山东省分行立足齐鲁大
地，倾情服务地方发展，形成
了独特的业务优势、产品优势
和品牌优势，在推进经济文化
强省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银行枣庄分行始终聚焦枣

庄转型发展，主动创新服务理
念和信贷产品，持续加大对我
市重点行业、支柱产业、中小
企业和“三农”领域的信贷支
持力度，有力促进了枣庄转型
发展。

李峰指出，当前，我市正
在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
求，举全市之力加快推进新旧
动能转换，精准聚焦“以四新
促四化实现四提”，重点谋划
了鲁南产学研合作创新示范
区、现代煤化工产业基地、大
数据产业基地、智能制造产业
示范区等重大项目，推出了国
家级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庄
里水库、综合交通路网等重大
基础性工程和一批与央企对接
合作的重点项目，这些重大工

程、重点项目的陆续实施，也
为金融机构拓展业务、壮大规
模、提速发展提供了广阔空
间。

李峰强调，这次签约标志
着双方合作开启了新的里程，
必将为枣庄转型发展和新旧动
能转换注入新的活力，也期待
中国银行山东省分行持续深化
改革创新，推动更多金融创新
产品在枣庄先行先试，在“四
新”产业培育、重大基础设施建
设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等方面
加大支持倾斜力度，共同谱写
携手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仪式开始前，李峰会见了
王锡峰一行，就进一步深化银
地合作事宜进行了深入交流。

（记者 崔累果）

市政府与中行山东省分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王锡峰李同道李峰出席签约仪式

市中讯 由市中区委宣
传部主办，市中区文明办、市
中区广播影视总台承办的

“温泉小镇杯”文明城市随手
拍与微电影大赛日前落下帷
幕。

这次大赛以市中区“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三大攻坚战”
等中心工作为主题，邀请参
赛者通过影像作品，记录快
速发展的市中经济社会现
状、美好的人居环境以及身
边的文明人、文明事，为文明
城市创建和美丽市中建设营
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大赛自
今年 4 月启动以来，吸引大
批市民踊跃参与，其中不乏
北京、河南等省市的参赛者，
作品征集历时 5 个月，共收
到微电影、微视频和随手拍
作品近五百件。作品题材广
泛，内容丰富。

大赛组委会邀请专家评
委，对参赛作品进行了客观
公正的评选，最终评选出随
手拍与微电影大赛的各类奖
项。其中，张龙的《市中画
卷》获得随手拍类作品一等
奖，河南摄影师秦永杰的《和
这些不文明行为说NO》等3
篇作品获得随手拍二等奖，
谢华的《枣庄东湖公园》等5
篇作品获得三等奖；市中区
人民检察院报送的《锁》荣获
本次大赛微电影类作品一等
奖，北京卡达电影工作室报
送的《照亮你不曾关注的世
界》等3部作品获得二等奖，
市中公安分局报送的《神秘
的电台》等 3 部作品获得三
等奖。 （李传宝）

市中文明城市随手拍与
微电影大赛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