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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徐冬 佟昊亮 王坤 高山
王斌 褚福真 王荣洪 宁辉 李群 刘勇
王东晓 耿德刚 魏敏 宋平 张超 李甜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与军休服务对

象的联系，不断提升军休服务水平，春节
前夕，区军休所对军休干部、无军籍职工
和遗属开展了走访慰问活动。

工作人员每到一户军休干部家中，都
受到了热情的欢迎，在送去慰问品的同时，
向他们表达新春的关怀和祝福之情。走访
过程中，与他们亲切交谈，详细询问他们
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倾听他们对军休
服务管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叮嘱他们注
意天气变化并保持良好的心态，保重身体，
安享晚年。希望军休老部一如既往的支持
和关心军休事业的发展，多提宝贵的意见
建议，继续为军休所的和谐稳定发展贡献
力量。对于少数居住外地的军休干部、无
军籍职工和遗属，工作人员通过电话问候
等形式了解他们的身体、生活和思想状况，
及时送去精神慰藉和生活关照，使他们身
在外地也能感受到组织的关爱。

本报讯 2 月 8 日上午，区司法局党
政班子成员和全局科级干部，深入孟庄镇
大郭庄村，开展精准扶贫帮扶送温暖慰问
活动，并为19户结对帮扶贫困群众送上慰
问金和帮扶联系卡。

活动中，该局帮扶干部和村“两委”
干部走访了各自结对帮扶户，并与他们促
膝交谈，深入了解贫困户的家庭、生产、
生活等方面的情况，以及当前存在的困难
及今后需要帮助解决的困难事项，并以通
俗易懂的语言向贫困户宣传党的十九大精
神和相关的法律法规，鼓励他们坚定信
心，积极依靠自身努力和党委政府的帮扶
救助，早日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

本报讯 为确保春节期间全区煤矿安
全生产稳定，近日，区煤炭局在全区煤矿
集中开展了春节前安全大检查活动。

该局高度重视，成立了以局长为组长
的检查活动领导小组，同时要求煤矿也要
成立相应的领导机构，由矿井主要负责人

亲自研究部署，认真组织开展以煤矿冬季
“四防”、“一通三防”、顶板管理、提升运
输、应急管理等为重点的自检自改活动，
坚决防范“想不到、看不到、查不到、防
不到”的问题导致事故发生。突出重点，
抓住关键。本次大检查活动既要求对全区
煤矿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检查，又要求注
意突出重点，确保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实
到位。在大检查活动中，检查组以对问题
和隐患“零容忍”的态度，认真履行职
责，严格检查执法，对发现的问题和隐
患，责令煤矿必须按照整改措施、责任、
资金、时限、预案“五落实”要求进行整
改，彻底消除隐患。对暂时不能整改的隐
患问题，要求煤矿必须制定并落实安全防
范措施，指定专人盯守，限期整改，跟踪
治理，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结合煤矿
工作实际，明确了重点时段的突查内容，
要求执法大队、安全监察科认真对照突查
内容，组织开展突击检查，确保大检查取
得实效。

本报讯 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为了
让帮包群众真正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让他们过上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2 月 9
日，区物价局组织全体科级干部深入西王
庄镇西大楼村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为贫困
户送去了节日的慰问。

每到一家，帮包干部都与村民亲切交
谈家长里短，询问他们过节期间、日常生
活上还有什么困难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交
流了2018年脱贫初步设想，并祝他们在新
的一年里家庭和睦、身体健康、生活快
乐。帮包村民一致表示，一定不辜负党和
政府的帮扶，争取早日摘了贫困帽子。

本报讯 新春佳节将至，为确保我区
城区春节期间市民用水稳定，市供水总公
司提前安排，周密部署，科学调度城区供
水，强化供水安全生产，加大应急处置力
度，畅通热线电话，扎实做好节日期间安
全优质供水工作，全力以赴为广大用水户
提供舒心的用水保障。目前，该公司各项
措施已落实到位，水厂设备及管网等供

水、净水设施运行正常，各类物资准备充
足，值班人员在岗，全力以赴保障我区春
节期间安全优质供水。

齐村讯 2月10日上午，泰康人寿市
中支公司到齐村镇敬老院开展“关爱老
人 福满敬老院”献爱心活动。

一大早，爱心人士一行20余人冒着寒
风驱车来到了敬老院，不仅给老人们带来
了保温杯、水果，还给老人们带来了春
联。他们还深入到老人们居住的房间，问
寒问暖，给他们拜年，送上了美好的祝
福，使老人们的心里暖暖的。

孟庄讯 2 月 9 日，孟庄尚多生活超
市总经理尹建带领公司的爱心员工，冒着
严寒，将载满爱心的温暖车开进孟庄镇敬
老院，为这里的老人们送来了米、油、奶
等节日礼品，并送上了新年的祝福，祝愿
老人身体健康。

在敬老院里，爱心员工将一份份爱心
礼品送到老人们的手里。他们一起陪老人
聊天、谈家常，嘱咐老人们多多表达他们
内心的想法，鼓励老人们有空多到户外走
走，有益于身体健康。

此次活动让老人们感受到社会各界对
老年群体的关爱之心，营造了良好的关爱
老人氛围。他们做出的这些善举，不仅用
实际行动诠释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同
时传播了更多的社会正能量。

光明路讯 近日，我区4家爱心企业
带领 30 位企业员工走进光明路街道敬老
院，为这里的 43 名老人们送上节日的祝
福，开启了暖冬行动。爱心企业希望通过
自己的一份爱心为老人提前过一个热闹的
早年。

龙山路讯 春节临近，为确保辖区食
品安全，龙山路街道采取有力措施，认真
做好食品安全工作。

该街道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积极
做好节前检查，成立了食品安全工作领导
小组，联合卫生、工商等部门，开展了食
品安全大检查，重点加强对肉类、蔬菜、
水产品等节日重点消费食品的检查力度，

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食品和无证照生产
经营食品违法行为，严防三无食品、过期
变质食品和不合格食品流向市场，确保辖
区人民群众食品安全。

加大食品安全宣传力度，将食品安全
宣传标语贴进了楼道，对辖区内食品经营
户进行食品安全教育，据统计，共发放宣传
资料500余份，张贴宣传标语120余处。在
新华市场开展了“你送我检”活动，现场免
费为广大市民提供食品快速检测服务和食
品安全知识咨询，积极推广食品小常识、食
品法律法规等食品安全知识，增强了居民
的食品安全意识，形成了人人关注、支持、
参与食品安全的良好氛围。

文化路讯 新春佳节来临之际，为了
加大社区平安创建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的
关心、关爱残障人士的社会氛围，文化路
街道青檀社区网格员联合枣庄市青檀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社工在新昌批发市场站前广
场开展了以“筑爱逐梦关心关爱残疾人保
障权益”为主题的宣传活动。

活动中，社工机构工作人员和网格
员、志愿者通过向来往的行人发放宣传单
等形式，积极宣传残疾人保障法等相关内
容，鼓励市民积极参与到宣传队伍中来。
此次活动的开展进一步弘扬了关爱残疾人
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增强了全社会对残
疾人的理解与支持，促进了扶残助残风气
的进一步形成，提升了全社会为残疾人服
务的意识和能力。

垎塔埠讯 为迎接新春佳节，丰富干
部职工文化生活，2月11日，垎塔埠街道
举办了“欢乐庆新春 奋进垎塔埠”为主
题的春节联欢会。

联欢会共设有《国家》《中国范》《好
日子》《把耳朵叫醒》等14个节目，节目
以拉丁舞蹈《霹雳娇娃》拉开了序幕，精
彩的魔术表演将节目推向了高潮，迎来了
观众的阵阵掌声。最后以一曲激情澎湃的

《精忠报国》落下了整场联欢的帷幕。干
部职工在一片祥和快乐的气氛中感受着节
日的快乐。

载歌载舞迎新春 欢欢喜喜过大年

□通讯员 贾广涛 耿德刚 任厚
才 张冬磊 张诗冰

春节将至，年味渐浓。连日来，我区开
展了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喜迎新春。图

①为中心街街道举办首届“迎新春”趣味运
动会。图②为光明路街道组织书画家到雷
村开展“新春庆佳节 文化进万家”赠春联
文化下村活动，并对贫困老人进行走访慰

问，把新春的祝福送到群众家门口。图③
为区市场监管局开展节日市场专项执法检
查，把好上市商品质量关，依法查处销售假
冒伪劣商品等违法行为，营造良好的市场

经营秩序。图④税郭镇团委积极开展“青
春扶贫 益暖枣庄”送温暖活动，为20位贫
困留守儿童，7 位贫困老人送上了暖冬包
裹，让他们度过一个温暖的春节。

年关已近，佳节将至。人们沉浸在喜
庆祥和气氛中的同时，更要加强预防安全
事故、严守安全底线，莫让小漏洞铸成大
灾难。

安全生产涉及到人民生命和财产安
全，历来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的领
域。回顾2017年，虽然在生产安全事故总
量、死亡人数、重特大事故等方面继续呈
现下降态势，但事故总量较大、重特大事
故部分时间段高发等问题仍较为突出。

安全生产无小事，事故警钟应长鸣。
在2017年的全国安全生产大检查中，部分
地方政府和监管部门依然存在工作、执法

失之过宽、失之过软的情况，部分生产部
门采取的安全措施流于形式、止于口号，
部分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规范不过脑，安
全生产意识不走心。

春节期间预防安全事故有其特殊性。
一方面，受低温、雨雪、冰冻等极端灾害
性天气影响，事故更易发多发；另一方
面，群众出行和大型群众性活动增多，同
时受节日氛围影响，容易让人麻痹大意。
因此，节日期间，更要强化监督管理，加
强查缺补漏。

对于地方政府和监管部门，作为行业
领域的责任主体，必须按照法律法规程序

加强监督执法，加强铁路、公路、水路、
民航、城市等公共交通的安全执法监管；
强化节日期间烟花爆竹生产、运输、销售
等各环节的安全监管，同时严防拥挤、踩
踏等伤亡事故。

对于生产企业，作为行业领域的生产
主力，必须依法履行自身应当承担的安全
生产职责，不要为了赶工抢工、突击生产
而导致安全生产事故，切勿为了贪图小利
而置企业未来和员工生命于不顾。倘若心
存侥幸，终将“人财两空”。

对于从业员工，作为行业领域的参与
群体，必须时刻强化安全生产意识，严格

按照安全生产程序进行生产，面对所处企
业从事违法违规行为时，有权利和义务站
出来说“不”，这不仅是为个人着想，更
是为企业乃至社会着想。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唯有常抓不
懈，才能防患于未然。节日期间，安全生
产任务更重，更要时刻绷紧安全意识这根
弦，保障一个平安、欢乐、祥和的春节。

过节，安全是底线
叶昊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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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李群
齐村讯 2月8日下午，齐村镇在渴口中心校举办市中区“党的十

九大百姓宣讲”及文艺演出活动。
此次宣讲邀请了市委讲师团讲师米恒作了题为《奋力开创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好未来》的专题辅导报告。报告深入浅出，通俗易
懂，寓意深刻，切实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讲透弄懂，
使广大党员干部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报告会结束后，百姓宣讲团用
喜闻乐见的形式向听众表演了歌舞《绣红旗》、独唱《毛主席的花儿记
心上》、快板书《歌唱新时代》、旗袍走秀《江南桃花女》等文艺节目，
把党的十九大精神推向基层，在党员干部、群众中落地生根。

区“党的十九大百姓宣讲”
走进齐村镇

□记者 郭丹
本报讯 2月12日上午，我区2018年度文化、科技、卫生“三下

乡”活动在西王庄镇大集举行。区领导王忆青、周爱国、宋海芳、田
静、宋青出席启动仪式。副区长宋海芳主持。

近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各有关部门的共同努
力下，我区“三下乡”活动蓬勃发展，内容更加丰富，渠道不断拓展，
形式日益创新，有力提升了全区农民素质，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区委常委、宣传部长王忆青指出，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
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各有关部门要把开展“三下乡”活动
作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力抓手，作为践行党的群众路
线、切实改进作风的具体举措，进一步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真正把

“三下乡”工作摆上重要日程。要认真研究新形势下“三下乡”工作的
特点和规律，针对农村发展的新情况和农民群众的新需求，不断改进活
动形式，拓展活动渠道，充实活动内容，丰富活动内涵，增强活动的针
对性和实效性。要进一步加大“送”的力度，不仅要送理论、送政策、
送优秀精神文化产品，还要送项目、送技术、送服务，让“三下乡”活
动真正在乡村扎根，推动文化、科技、卫生事业发展的新成果更好地惠
及农民群众。

启动仪式结束后，王忆青等区领导观看了文艺演出并到各部门各单
位活动现场，查看了解此次“三下乡”活动具体开展情况。

我区2018年度文化、科技、
卫生“三下乡”活动启动

□记者 王海楠
本报讯 2月12日，市文明办副主任王玉东，区委常委、宣传部长

王忆青分别走访慰问了我区部分获得中国好人、全市道德模范、最美市
中人称号的道德模范，为他们送去了节日慰问金、慰问品和新春祝福。

每到一处，王玉东、王忆青等领导都与道德模范们亲切交谈，详细
询问了他们的工作、生活和身体情况，充分肯定了他们孝老爱亲、敬业
奉献的崇高精神，并鼓励他们继续发挥示范带头作用，以自己立德行善
的实际行动，引领全社会崇德向善，带动广大市民共同提升公民道德素
养，为进一步提高全社会的文明程度和道德水平作出新的贡献。

走访慰问道德模范
点滴真情温暖人心

□通讯员 魏敏 宋平
龙山路讯 为确保辖区困难居民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连日

来，龙山路街道人大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注重“点线面”，力促救助帮
扶活动向纵深推进。

龙山路街道人大代表把救助帮扶困难户作为履职的一项内容，集中
时间深入社区，进行调查研究，全面掌握民情，为救助帮扶活动的开展提
出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代表们围绕救助资金分配和使用、扶贫政策
落实等情况，对职能部门进行集中监督，对于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反映
给纪委，推进救助帮扶工作规范、高效开展。引导企业家在做大做强企业
的基础上，积极投身救助帮扶行动，企业代表根据自己情况，通过“公司+
困难户”和向民政部门等提供奶制品、油米等，帮助群众解决困难。

龙山路街道人大
助推救助帮扶行动

□通讯员 宋成友 李磊 袁圣希
西王庄讯 2月12日下午，西王庄镇在第十三中学召开年度总结表

彰大会暨2018迎新春联欢会。该镇党政领导班子成员、村“两委”成
员、“第一书记”及机关全体工作人员参加。

会上，全面总结了2017年西王庄镇工作，并对该镇今后的发展进
行了展望。会议对出色完成工作任务的部门、村和个人进行了表彰，并
号召全体工作人员和村“两委”成员要以先进典型为榜样，以更饱满的
热情和更加昂扬的斗志，扎实工作、开拓创新。

总结表彰大会结束后，举办了以“宣传十九大 弘扬正能量”为主
题的迎新春联欢会。联欢会上，舞蹈《盛世欢歌》拉开了西王庄镇迎新
春联欢会的序幕，也为大家送上了新春的气息和美好的祝福。朗诵《西
王庄人》从环保督查、精准扶贫、安全生产、安保维稳等多方面，将该
镇机关人员在各种急难险重的任务前表现出来的奋勇争先精神进行了充
分的诠释。歌舞、相声、戏曲和器乐演奏也掀起了联欢会一个又一个高
潮。整台联欢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赢得了全场观众的阵阵喝彩。

西王庄镇召开年度总结表彰
大会暨2018迎新春联欢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