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天气多云转阴大部有雷雨或阵雨，东南风2～3级，气温25～30℃。（枣庄气象台昨日17时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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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市中讯 今年以来，市中区结合开
展“大学习大调研大改进”，聚焦基层组织
建设查摆问题、对症下药，瞄准靶心、精准
发力，持续提升基层党组织战斗力。

突出规范化，解决基层党建工作不细不
具体问题。该区推行星级化管理，明确考评
标准，实行动态管理，持续推进各基层党组
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深化党员量化积分
管理，明确党员评先树优标准，探索在职党
员、离退休党员、机关党员等分类管理，提
高党员管理精细化、规范化水平。同时，该
区深化“双百集中行动”，在已经创建17个
党建示范点、整顿19个软弱涣散党组织的
基础上，动态选树50个基层党组织列入示
范点培树范围梯次培养，倒排出换届信访等
11 个软弱涣散党组织持续整顿，以重点突
破带动整体提升。该区还实施抓实留痕管
理，坚持“28 日党员活动日”制度，每月

从严督导落实，潜移默化促使基层形成时间
观念、规矩意识，并充分运用“两微一册”
纪实党建工作，同步抓实“灯塔党建在线”
e支部建设，实现线上线下互相印证，基层
党建全程痕迹化管理。

突出精准化，解决基层党建工作中的短
板问题。该区要求小问题即知即改，汇总梳
理党委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党建集中
督查、大调研中发现的问题，每个基层党组
织建立即知即改台账，边查边改、立行立
改，及时巩固党内政治生活不规范、党组织
设置不科学、党建工作机制不理顺等问题整
治成效。共性问题专项整治，开展“党建材
料造假”问题专项整治、村干部作风问题专
项整治，强化“三务”公开，推行村干部小
微权力清单制度。结合省委巡视反馈问题开
展边查边改、自查自纠，突出问题专项整治
工作。该区全面实施基层党建重点突破领域

和党委书记抓基层党建突破项目，基层党委
书记结合各自领域党建工作，建立突破项目
40个，实施情况纳入党委书记抓基层党建
述职评议考核的重要内容，以点上突破带动
面上提升。

突出专业化，解决党务工作者素质不适
应问题。该区抓选优配强，重点选配基层党
组织书记、党务干部、党建督导员三支队
伍，坚持早谋划、早摸底、早分析、早解决
问题，选优配强村、社区党组织书记，书
记、主任一肩挑比例提高至71.2%。建立基
层党组织按期换届提醒机制，督促指导基层
党组织把懂党建、善抓党建的优秀党员选拔
为党组织书记、党务工作者、专兼职组织
员，并建立党建督导员制度，实现党支部督
导全覆盖。抓素质提升，结合全区“干部能
力建设年”活动，组织村、社区书记 （主
任）、第一书记赴湖州、青岛、肥城等地实
地观摩培训，将新任“两委”成员全部轮训
一遍。对党务干部一月一训，确保基层党建
有人干、专职干、内行干。

突出刚性化，着力解决责任落实不到位
问题。该区实行经费先保障，建立“三项经
费、两项待遇”正常增长机制，落实“两

新”组织、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经费税前列
支、党费返还、党建经费支持补助；研究推
进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三年行动计划”，依
托电子商务等手段，推广企业集团带动、致
富工厂驱动等模式，年内力促集体收入过千
万元村实现“零的突破”、百万元村达到10
个、消除集体收入3万元以下村，打牢基层
党组织的经济基础。督查传压力，结合落实
市里日常考核、集中督查、现场观摩、述职
评议“四位一体”经常性督查考核机制，6
月底全面完成上半年基层党建工作集中督
查，加大暗查力度，推行“四不两直”工作
法，推动基层党建工作责任落实、任务落
地。考核树导向，加大考核权重，持续放大
党建绩效在综合考核中的权重，推行“一体
四环”考评模式，强化“党委主体责任”和

“看、述、评、督”四个环节考评“指挥
棒”作用，切实考真考准考服气，并强化结
果运用，将考核结果作为干部考核、提拔重
用、评先树优的重要依据，综合考评不是优
秀的，党组织书记年底考核不得评为优秀等
次，真正让党组织书记对党建工作思想上重
视、工作上抓实。

（记者 刘振江 通讯员 赵奎东）

规范化 精准化 专业化 刚性化

市中持续提升基层党组织战斗力

近日，山亭区“广场文化消夏活动季”在文化休闲广场拉开序幕。
据悉，山亭区“广场文化消夏活动季”已连续举办了四届，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成为群众性文化活动的靓丽品牌。今年的活

动，预计安排7场群众性主题演出，至9月结束。 （李宗宪 摄）

群众乐享文化大餐

一周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排名
（2018.6.25~2018.7.1）

名
次

1

2

3

区（市）

台儿庄区

市中区

薛城区
高新区

AQI周均值

94

95

100

名
次

5

6

7

区（市）

峄城区

山亭区

滕州市

AQI周均值

103

115

181

一周环境空气质量同比改善分值排名
（2018.6.25~2018.7.1）

名次

1

2

3

4

区（市）

台儿庄区

峄城区

高新区

市中区

分值

28.45

27.05

26.9

24.6

名次

5

6

7

区（市）

薛城区

滕州市

山亭区

分值

24.3

24.0

22.5

注：滕州市因监测仪器老化，导致监测数据出现漂
移，目前数据已与省厅联网。

本报薛城讯 成功化解矛盾纠纷 620 余
起，这是薛城区今年以来通过实施信息化管
理，推动矛盾化解长效化、排查调处规范化取
得的可喜成绩。

薛城区投资20余万元，高标准打造了区
级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建成了集网格化管
理、社会治理、矛盾化解三大功能为一体的矛
盾纠纷多元化解信息系统。7个镇街全部按照

“9+X”模式科学设置工作模块，配齐了软硬
件设施，累计录入各类信息 2.1 万余条。246
个村居完善了人民调解委员会，设立了矛盾调
解工作站 （室），配齐配强了调解员，全区各
级人民调解员达1100余人。三级矛盾纠纷多
元化解工作实现“一网联通”，构建起覆盖城
乡、上下贯通、联网运行、资源共享的全域共
享信息平台。

为坚持矛盾纠纷多元化解长效化，该区将
此项工作纳入综治平安建设年度考核内容，调
整充实全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领导小组，
明确 21 个成员单位和 7 个镇街工作职责，夯
实分管负责人、工作联络员工作责任。制定下
发集中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处专项活动实
施方案、进一步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专家库
实施方案等指导意见，健全了联席会议、督查
通报、考核奖惩等工作机制，确保了工作长期
有效开展。

该区不断提升专兼职调解员业务能力，推
动排查调处规范化，今年以来举办业务骨干培
训 2 期，对 80 余名调解员进行了系统培训。
各级调解组织坚持日常定期排查和敏感时期重
点排查相结合，及时对重点疑难问题和矛盾纠
纷分析研判、讨论座谈，因案施策、因人施
策，有针对性地提出化解措施，一大批群众反
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在基层得到妥善解决。

（记者 张孝平 通讯员 张生 耿建存）

薛城成功化解矛盾六百余起

本报讯 7月3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峰到枣
庄高新区、薛城区、市中区现场检查督导创建国家卫生城
市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中区委书记宋淑启，副
市长刘吉忠，市政协副主席、市交通运输局局长张永刚，
市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朱世宏参加活动。

李峰一行先后到枣庄高新区凤凰苑小区、匡山头村，
薛城区北临城批发市场、薛城区粮食局区域，市中区建设
北路、利民市场、东井小区、田庄村等地进行实地检查，
详细了解创卫工作进展情况，对进一步开展好创卫工作提
出要求。

李峰指出，我市通过深入开展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各
个城区旧貌换新颜，居民生活环境有了明显改善，人民群
众对党委政府的满意度大幅提升，充分说明创卫是一项惠
及万千百姓的重要民生工程。各级各部门一定要提高认
识，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在巩固前期创卫成果的基础
上，认真查找薄弱环节，细化措施，深入整改，全力提升
城市建设管理水平。

李峰强调，要持续开展专项整治，将农贸市场、城中
村、老旧小区等列为重点，本着先规范、再提升的原则，
明确标准规范，加大检查力度，强化执法监管，建立常态
化管理机制，下大力气解决违章建筑、店外经营、乱停乱
放、乱倒污水等问题。要切实细化市场监管，通过管理机
构测评、网上测评等形式，对市场经营业户的卫生状况进行
定期评比、详细公示，倒逼经营业户搞好店铺卫生、自觉守
法经营。要坚持“面子”“里子”一齐抓，既要改善环境卫生，
又要提升城市功能，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完善城区基础
设施，解决好老旧小区供气、供暖、道路硬化、供排水等
问题，让市民在创卫中感受到更多的获得感。要夯实网格
管理职责，推动卫生、食药、城管、公安、工商等相关部
门执法力量下沉，充分调动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形成创卫
工作强大合力。要深入开展创卫宣传，增强社区居民的卫
生意识、文明意识和环保意识，努力培养居民自觉爱护公
共环境的良好习惯，形成人人了解创卫、关心创卫、支持
创卫、参与创卫的良好氛围。 (记者 任翔)

李峰检查督导
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时要求

查找薄弱环节 深入实施整改
全力提升城市建设管理水平

本报讯 7月3日，市委副书记梁宪廷带领有关部门
负责同志到薛城区、枣庄高新区视察河长制工作。

梁宪廷一行来到薛城小沙河段泰山路大桥、田家文化
大院、夏庄村潘龙河段和枣庄高新区潘龙河段、薛城区邹
坞镇西南村潘龙河段，认真听取有关情况汇报，详细了解
河长制落实、河道治理和生态保护情况。他指出，全面推
行、严格落实河长制是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的有效举措，各级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坚持
标本兼治、防治并举，推动河长制向纵深开展，不断改善
全市水生态环境，为加快建设自然生态宜居宜业新枣庄提
供坚实的生态保障。

梁宪廷要求，各级要积极推进“河长制”管理工作，
严格落实河道清淤、控源截污、生态补水等一系列措施，
努力实现“水清、河畅、岸青、景美”的目标。要积极争
取财政资金，根据不同河流、不同河段的功能定位，加快
推进河湖岸线利用管理规划，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亲水环
境，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要巩固
清河行动成果，组织开展“清河行动回头看”，组织人员
将拆除后残留的垃圾全部清理出河道管理范围、持续做好
辖区河道内附着物及垃圾清理、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工
作，推动水域岸线治理常态化。要强化舆论引导，加大对
河道管理、环保法规和全面深化河长制工作的宣传力度，
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和监督管理河湖保护工作的
良好氛围。 （记者 李鲁）

梁宪廷到薛城区高新区
视察河长制工作时强调

推动河长制向纵深开展
不断改善水生态环境

1 小时能干什么？过去 40 年，不同的
答案差距如此悬殊，让人更清晰地看到改革
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多么巨大的变化。

53 岁的谢明生是一位地道的农民。
1978 年改革开放时，他刚满 13 岁。那时
候，他最厌恶的农活就是夏天割麦子。烈日
晒得他脸上脱皮，麦芒刺得他浑身发痒，胳
膊上密密麻麻全是小红点。

最让他气恼的是，就算一刻也不停，他
1小时也只能割完一小垄麦子。他的父亲是
个“快手”，一天也割不完1亩。在那个靠
双手和镰刀的年代，种地费时费力，谢明生
被牢牢地拴在土地上。

这种状况持续了10年。一直到1992年
村里有了拖拉机，他卖掉了自己的耕牛后才
开始好转。这之后，农业机械化程度不断提
高，夏收时间越来越短。今年夏天，谢明生
站在自家田埂上指挥两台收割机，1小时就
收完了20亩小麦。

“以前我们一家6口要干半个月，现在

只要1小时，所有环节都颠覆了传统，连洒
农药都改用了无人机。”谢明生称。

谢明生的家乡山西以煤闻名。但就算是
煤炭行业，如今也早已不再是40年前的样
子。

1978年，山西省煤炭年产量只有9700
多万吨，平均 1 小时只能产煤 1.1 万多吨。
2017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了近8.6亿吨，平
均1小时产煤约9.8万吨，翻了近9倍。

29 岁的赵兆丰出生在一个矿工世家。
他的爷爷赵八明曾是新中国第一座红色矿井
——石圪节煤矿的采煤队队长，他的父亲则
是另一座煤矿的机电工。没有人比他们更能
体会这种效率上的差距意味着什么。

“我在的古城煤矿是新建矿井，皮带宽
度达到 1.4 米，速度达到 4 米/秒，年产煤
1200万吨。”赵兆丰自豪地说。

这让80岁的赵八明经常以感慨的口吻
回忆自己年轻时在井下挖煤的日子。但他所
在的那座老矿远没有孙子工作的这座规模

大，并且已经在2016年被地方政府关停。
“40 年前，我们只有很少的简易机械装

备，年产量只有30多万吨。”赵八明每次想起
这些都不忘提醒孙子，“要珍惜眼下的生活。”

在44岁的个体户韩永会眼中，一张张
在全球跑出中国速度“新名片”才是国家的
未来。

他从老家出来卖烧饼已有 21 年，在北
京崔各庄有一家烧饼铺。店面只有十几平方
米，一天却能卖500多个烧饼，每月纯收入
1万多元。

韩永会至今记得，第一次离家时是去天
津卖烧饼。他花了1个小时到达最近的火车
站，排了一晚上队只买到一张站票，然后在
拥挤不堪的车厢里站了18个小时后才到达
天津。那时候，他最发愁的是每年往返于老
家和烧饼铺之间。

现在，他乘坐高铁从襄汾经太原换乘到
北京只需约 6 个小时，比原先缩短了近 13
个小时。

“以前火车时速只有100多公里，现在
高铁最快能跑300多公里，两个读高中的孩
子每年暑假都来北京和我团聚。”韩永会说。

高铁是中国的“名片”。但从2008年第
一条高铁——京津城际高铁开通至今不过仅
过去10年时间。这期间，中国制造业加速
崛起，实现了动车从依赖进口到全球领先的

“华丽转身”。截至2017年底，全国已建成
2.5万公里、占全球66.3%的高铁运营里程。

1小时能干什么？这在网购和快递业中
能惊掉人的下巴。

52 岁的郭晓宏是一名邮政速递物流职
工。他参加工作是在改革开放后的第3年。
那年，16 岁的他在山西省陵川县当了一名
农村邮递员。他每天穿着一双黄胶鞋，背着
15 斤重的邮包穿行在 30 公里山路上，1 小
时走5公里，一天送不了几件邮件。

现在一切都变得不同，网购飞速发展让
他常常感觉自己赶不上时代步伐。

（下转B2版）

1小时能干什么
——时间效率里的改革开放40年

新华社记者 吕梦琦 刘扬涛

壮阔东方潮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庆祝改革开放4040年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