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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月5日，全市乡村产业振兴暨农业农村“三区”融合
发展工作会议召开。副市长霍媛媛出席并讲话。

霍媛媛指出，要充分认识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意义，认识“三
区”融合发展在乡村产业振兴中的引领作用，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推
动乡村产业振兴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要加快建设现代农业，调整
优化农业结构，加快发展农业“新六产”，增强农业科技支撑，加强农田
水利工程建设，夯实乡村产业振兴基础；要全面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金融支农改革、农村土地改革等，引导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释
放乡村产业振兴政策红利；要持续推动农业绿色发展，引领乡村产业振
兴发展方向。要加强组织保障，加强宣传引导，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各项
任务落实到位，切实做好乡村产业振兴和“三区”融合发展工作，为
谱写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枣庄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记者 李鲁）

确保乡村产业振兴
各项任务落实到位

本报山亭讯 7月5日，全市政协提案办理工作座谈会在山亭区
召开，总结交流近年来全市政协提案工作特别是提案办理工作的经验
做法，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市政协副主席付廷安出席并讲话。

付廷安强调，切实增强做好政协提案办理工作的责任感，各承办
单位应遵循“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提高质量、讲求实效”的工作方
针，以提高提案办理实效、提高提案采纳落实率、提高委员满意度为
重点，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高度负责的精神，积极认真做好提案办理
工作。要在提高提案办理质量、增进沟通协商、创新办理方式上下功
夫，加强组织领导、提升服务质量、加大公开力度，确保提案工作取
得实效。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牢固树立质量和实效
意识，紧扣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进一步做好政协提案工作，不断
提高提案办理工作科学化水平。 （记者 刘豹）

不断提高提案办理工作
科学化水平

盛夏时节，峄城区吴林街道仙人洞景区的千亩桃子喜获丰收，当地果农加紧采
摘销往各地市场。

（记者 刘明 通讯员 赵峰 摄）
桃子丰收果农乐

党建工作如何找准切入点，把握着
力点，抓实落脚点？今年以来，滕东煤
矿在探索融合型党建工作中走出了一条
新路径。

找准切入点“融心”
把“手”牵起来

“这两天的精煤灰分高了 0.1～0.2，
波动较大，姜书记咱们一起分析一下原
因，要加强密控员的精心操作、及时调
整介质水密度值。”近几日，该矿纪委副
书记、监察科长孟庆海三天两头地跑到
选煤厂会议室、洗选车间、皮带走廊现
场，查找问题、与党员群众沟通交流，
排忧解难、指导“洗选先锋之星”党建
品牌创建。

该矿为加强过硬党支部建设，建立
党群“挂职包保”“党建专班”工作机
制，党群各科室负责人与基层支部“一
对一”“手牵手”结对子。全面跟进、分
类指导基层支部党建工作，当好形势教

育的宣传员、思政工作的辅导员、品牌
创建的指导员、安全生产的调研员、党
风廉政建设的监督员。实行月度通报、
季度考核，对等奖罚，压实党建工作责
任，搭起党群共建的“连心桥”。

把握着力点“融智”
把“脑”活起来

“利用 4#方管，四面开孔，改造钻
杆回收器。”“方管外部要焊接喇叭口，
方便增加接触钻杆和销子卡豆进孔的几
率。”在防冲队会议室，党员孙伟和王战
行交流着优化设计遗压钻杆回收器情况。

“以前，党员们在一起除了开会学
习，很少讨论创新，现在见面就说‘有
创意吗’，真是不一样，机制改变人。”
通防工区党支部书记牛思云高兴地说。

该矿为发挥党员智慧和“红雁领
航”作用，着力打造集创意分享、资源
共享、成果同享的“党员创客联盟”创
新平台。“朋友圈”变成了“创客圈”，

形成了线上与线下互动，党员与群众互
动研究创新的良好格局。很多职工从原
来的“不敢想”“想不到”，转而“敢
想”“乐做”，激活了“一池春水”。一季
度完成管理科技创新成果 13 项，“五
小”成果 8 项，创造经济效益 110 余万
元。

“把党员变成创客，让创新创效成为
自觉习惯，众‘智’成城，以党员‘红
匠’聚‘蓝匠’育‘青匠’，引领‘双
创’新风尚。”该矿党委书记孙家富说。

抓实落脚点“融入”
把“身”扎下去

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
展。选煤厂38岁的党员陆关伟，深入一
线、冲锋在前、摸爬滚打，利用“触摸
法”“比对法”“图表法”摸索出了针对
滕东煤质的浮选药剂用量，提高了末精
煤回收率 8%，5 月份增加末精煤销售
2000余吨。

综采工区党支部书记方拥军深有感
慨地说：“我们仅用一天半的检修时间就
完成了 111 工作面与补切对接合茬，党
员先锋队功不可没。”

现场就是战场，安全就是荣耀。“党
员兼职安全员、质检员”，把党建融入安
全生产的全岗位、全工序、全流程，实
现了“党建工作+安全生产”标准化融
合。通防工区党员郝明阳连续 3 个月被
评为本质安全型“星级班组长”，成为职
工竞相学习的榜样。

据了解，该矿为发挥“一个党员就
是一面旗帜”的作用。设立了 8 个党员
先锋示范岗、10个党员责任区，成立了
8支党员先锋队，并实行动态管理考核，
切实发挥了基层党支部和党员的示范引
领作用。

“以结果为导向，党政互融、同频共
振，将‘两张皮’拧成一股绳，实现

‘融荣’与共，同心同行。”该矿矿长刘
金辉说。

红雁领航 同心同行
——滕东煤矿“融合型党建”工作纪事

梁锡洋

7月2日泥沟镇大北洛、夹坊和湖洼三个党支部的近60名党
员心怀敬仰从大战故地台儿庄来到了伟人故乡淮安，走进周恩
来总理纪念馆接受党性教育，追寻伟人的“初心”。

在周总理铜像前，他们高举右手，紧握拳头，高声重温入
党誓词，向党庄严宣誓。在纪念馆里，一幅幅照片，一件件实
物……引导着他们回顾革命历史，探寻伟人足迹，思想上得到
深刻洗礼、灵魂上受到深刻触动、信念上得以深度唤醒，党性
得到了实实在在的锻炼和提高。他们决心在“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活动中，学习周恩来总理的优良作风和精神品
质，坚定信念，牢记宗旨，改进作风，切实增强党性意识，真
正做到初心向党、心中有民。 （通讯员 龚威 摄影报道）

泥沟镇党员到淮安
进行党性教育活动

面对凶险的水火灾难，他没有选
择，因为那瞬间决定、出生入死源自内
心品质；面对车祸现场的陌生孩子，他
没有犹豫，因为那挺身而出、扶危济难
出于人格本能。他用自己的行为，在父
老乡亲心中树起了一面高高飘扬的旗
帜，他就是峄城区古邵镇中学教师颜景
卫。

2016 年 1 月 7 日晚 6 时，峄城区 28
中学生林菲菲在过马路时，被一辆疾驶
而来的电动车撞昏在地。路过此处的颜
景卫看到后，为了避免孩子遭受二次伤
害，他立即将孩子转移到路边，然后拨
打 120，将孩子送往医院急救。看到撞
人的车主没带钱，他又用自己的钱交上
押金。夜里11点多，孩子的父母从外地
赶到医院，他才放心离去。几天后，孩
子的家长把一封感谢信送到古邵镇中

学：“那个夜晚，我们的孩子被车撞伤
了，是您毫不犹豫伸出了援助之手，使
我们的孩子避免了二次伤害，是您把孩
子送往医院，使孩子得到及时的救治并
等我们到深夜。孩子意外受伤是不幸
的，可我们庆幸的是遇到了颜老师这样
的好人！”

2013 年 10 月 6 日上午 11 时许，正
值国庆假期。乡亲们都在忙着秋收秋
种，颜景卫去东村找农机时经过沿河小
学东侧的水库边，老远就听见一个妇女
在呼救。这时落水的小男孩已经完全沉
入水中，他来不及脱掉衣服，纵身跳入
水中，摸索了一阵，很快从水中找到并
救出了小男孩，将其抱到岸上。“还好
水很清，孩子沉下去时，能看清位置，
很快就找到了他。”小男孩被呛的脸色
发青，再晚一会就危险了。妇女看到孩

子被救后，泪流满面，不停地感谢颜景
卫。

颜景卫在生活中就是个热心肠，只
要发现身边的人有困难，他总会伸出双
手。2009年的夏天，一场特大暴雨从白
天一直下到夜里11点多，黑暗笼罩着停
了电的村庄，大水淹没了庄稼，震耳的
雷声让人害怕。正在家中的颜景卫突然
想起孤寡老人李奶奶住的小屋地基很
洼，白天去她家时看到屋顶漏雨了，院
子里都是水。他连忙穿上雨衣，趟着水
去了她家，推开老人的房门，一下子惊
呆了：屋子里进水了，借着雷电的光看
到老人坐在床上，浑身发抖。颜景卫二
话没说，冒着大雨把老人背到自己家
中。这场大雨过后，颜景卫做的第一件
事就是为老人修好了房屋。每次提起颜
景卫对自己的照顾，李奶奶总是赞不绝

口。每年的中秋和春节，他总是提着大
米、花生油、水果等生活用品去看望老
人。

2011年的端午节，正午的阳光炙烤
着田野，小麦成熟，到处是收割机轰鸣
的声音。村里有一块几十亩的麦子还没
收割，远处的麦茬地突然冒起了浓烟和
火苗，火趁风势，很快蔓延过来，形成
了一道四五百米的火龙。面对此景，颜
景卫焦急万分，看到很多人拿着工具站
在树下迟疑观望，颜景卫大声地喊道：

“每人一段截住火！”他举着扫帚带头冲
向火龙，一口气扑灭十几米的火苗，强
烈的热浪让人窒息，大火燎到了他的头
发和眉毛，烧伤了他的脸。看到希望的
人们呼喊着冲了上来，足足一百多人一
起扑火，最后火势终于被控制了，粮食
也保住了……

平凡教师背后的不平凡
——记第五届全市道德模范颜景卫

记者 任翔

本报讯 7月3日至5日，日照、临沂两市部分省人大代表一行
22人来我市视察检察工作。省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鲍峰，市
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张敬艳等陪同视察。

人大代表一行先后视察了滕州市检察院、市中区检察院、薛城区
检察院和枣庄市检察院。在市检察院，代表们参观了检察服务中心、
检察办案区、党建文化展室，观看了工作专题片并召开座谈会。

座谈会上，张敬艳汇报了我市检察工作。鲍峰和人大代表们对市
检察院近年来的工作以及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并结合实际，围
绕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工作全面协调发展，提
出了意见建议。 （记者 刘振江）

省人大代表
来我市视察检察工作

本报山亭讯 近日，山亭区市场监管
局加快推进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建
设，把依法行政与市场监管有机结合，不
断提升依法行政水平，营造良好的发展环
境。

强化行政执法培训，制定年度学法计
划，以每周学法讲堂、法律知识竞赛、网
络学法为平台，采取集中培训与分散学习
相结合的方式，组织执法人员学习相关市
场监管法律、法规。上半年，共开展行政
执法培训3期，培训执法人员248人次。

严格规范行政执法，制定了《山亭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案件集体讨论制
度》，对情节复杂或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
重行政处罚的案件开展集体讨论，确保执
法办案公平、公正、合理、合法。积极开
展案卷自查与互评，认真梳理案件核审过
程中存在的常见问题。今年以来，共开展
案件集体讨论8次，审核一般程序案卷59
件。

借助“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食品安全宣传周、“4·26”世界知识产权
日、“5·20”世界计量日等宣传活动平
台，开展普法宣传活动。畅通12315投诉
渠道，多方位多形式开展维权宣传教育活
动，做到有诉必接、有诉必查、有查必
果。今年以来，共受理投诉举报 76 件，
办结率100%。

（记者 梁鸿雁 通讯员 李娜
刘莎莎）

山亭持续提升
市场监管水平

本报薛城讯 今年以来，薛城区坚
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
的方针，认真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
全面落实安全生产防范措施，安全生产
工作取得较好成效。截至目前，先后组
织开展综合性执法检查 2 次，共检查在
建工程项目40个，建筑面积325万平方
米，未发生一起重大伤亡事故，死亡率
为零。

该区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安全生
产责任制，对建设系统各个环节的安全
生产实行全方位、全过程的监督管理。

根据夏季施工特点，实行日常巡查和
“拉网”检查的有机结合，重点开展对各
单位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建立健全和责任
制落实情况及施工现场临时设施安全防
护情况的检查。严格落实建筑安全防护
用具安全准用证和核验证制度，加大对
施工现场安全防护用具的抽查力度和抽
检频次。强制淘汰设计落后、性能低
下、超期服役和带有安全隐患、危及生
产安全的机械设备，加强对起重机械设
备使用安全和拆装安全的监督管理，对
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责令限期整改。今年

以来，共下达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 56
份，限期整改通知书39份，安全报监率
100%，安全合格率 100%，对不服从安
全生产监管的企业下达处罚决定书 1
份。

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是做好安全生产
工作的重中之重。该区认真做好建筑施
工企业专业技术人员和从业人员的继续
教育和培训工作，督促各施工企业对六
大员、特殊工种、施工企业负责人及专
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统一的岗位培
训。截至目前，共培训学习三类人员46

人、特殊工种77人，组织163多名技术
人员参加了二级建造师的注册考试及学
习培训。结合全区实际，制定“安全生
产月”活动实施方案，通过设立咨询
台，悬挂横幅、张贴标语、发放安全宣
传小册子等形式，组织全区建筑单位深
入开展宣传活动。活动中，共发放宣传
材料500余份，悬挂宣传标语66条，悬
挂安全警示图 12 套，大大提高了建筑
从 业 人 员 的 安 全 生 产 意 识 和 从 业 水
平 。 （记者 刘然 通讯员 李想
王文博）

落实责任制 加强宣传教育

薛城夯实住建安全生产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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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月5日上午，市直机关加强党支部规范化建设现场推
进会召开。市委常委、秘书长朱国伟出席并讲话。

与会人员首先观摩了市税务局党建工作现场，随后召开座谈会，
市税务局、市检察院、市住房公积金中心等单位结合各自工作实际，
围绕党支部规范化建设工作作了交流发言。

朱国伟就加强机关党支部规范化建设提出四点意见。一是要把握
“队伍建设”这个突出关键，选优支部班子、配强党务干部、锤炼党
员先锋。二是要瞄准“功能发挥”这个目标靶向，充分发挥党支部的
政治功能、组织功能和服务功能。三是要激发“组织生活”这个活力
之源，在严格落实各项规定动作的同时，创新开展自选动作并加强支
部阵地建设。四是要完善“支部运行”这个有效保障，抓好基本制
度、注重考核实效、强化组织保障。各级党组织要真抓实干，努力以
支部规范化建设推动新时代机关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为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献礼。 （记者 孙秋实）

推动机关党建工作
再上新台阶

（上接第一版）实现集体经济总收入50余万元，这都得益于区里的村
级集体经济三年增收计划。”邳庄镇沧浪庙村党支部书记王来平高兴
地说。

马兰屯镇前于里村是远近闻名的蔬菜种植村，2016年引进益多
多生态农业科技服务公司，采取合作社集群发展模式，统一提供种
苗、统一绿色防控、统一回收销售，抱团闯市场。益多多生态农业科
技服务公司经理说：“通过咱团队的影响，让周边园区菜、果的品质
大幅度提升。目前公司共流转土地400亩，育苗大棚正在建设中，累
计带动村集体实现收入25万余元。”

截至目前，全区共消除集体“薄弱村”43个，实现空壳村全部
“脱壳”，培育收入50万集体经济强村15个，实现了农村组织基础和
经济基础双巩固、双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