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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张
康 通讯员 王新刚 金彩霞 报道）
近期，邹平县为深入推进“放管服”
改革，打造“审批事项少、办事效率
高、服务质量优”政务环境，积极部
署开展全县深化“放管服”改革专
项监督检查工作。

据悉，此次监督检查涉及 48
个县直部门（单位），3个检查组以
查阅资料、实地检查、随机抽查、暗
访以及听取部门单位管理服务对
象意见建议等方式进行。监督检
查内容分为七大方面，即贯彻落实
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情况；削权
减证，降低准入门槛情况；流程再
造，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情况；精准

监管，营造规范有序市场环境情
况；规范用权，发挥法治保障服务
作用情况；体制创新，激发创业创
新活动情况以及其它需要检查的
事项。重点检查行政许可是否取
消衔接到位，是否严格落实“收支
两条线”规定，“一窗受理”“一网办
理”“多证合一”“联审联办”等工作
开展情况，事中、事后监管是否到
位，行政执法行为是否规范等切实
关系到群众利益的事项，进而对全
县“放管服”工作进行全面了解，并
根据督查结果进行全面反馈，督促
整改及时解决问题，建立健全工作
机制，提升服务意识，提高审批效
率，推动放管服改革向纵深发展。

邹平部署“放管服”
改革专项监督检查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城讯（通讯
员 李新庄 高吉乐 报道）为深入开
展环保专项治理活动，保障辖区经
济健康有序发展，滨城区梁才街道
重拳出击、铁腕治污，对辖区内存在
的“小散乱污”企业进行清理取缔。

街道成立了“小散乱污”企业取
缔领导小组，制订工作方案，明确完
成时限，逐级落实责任。环保办、安
监办、经委、工商所、派出所等抽调
精干力量开展联合执法，深入企业
做工作，督促企业主动配合行动。

街道设立6个片区，并设置专
职网格员，以村（居）为单位在社

区、村“两委”的配合下对企业进行
摸底调查，共排查“小散乱污”企业
115 家，其中整改提升类 84 家，取
缔类31家，并登记造册，确保不漏
一户。同时加大宣传力度，畅通举
报渠道，鼓励群众积极参与。针对
摸排出的具体情况，制订专项整治
方案，每天调度工作进度，及时解
决工作开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
困难，确保按时取缔。

“摸排整治双管齐下，对于证照不
全或者存在环境污染的‘小散乱污’企
业，发现一家，取缔一家，绝不手软。”梁
才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朱金才说。

梁才设立六个片区
清理“小散乱污”企业

10月28日，88名志愿者以2：1
的结对比例走进了沾化区黄升镇
44 位老人家中，了解老人的衣食
住行、收入状况并送上了油、米、面
等生活用品。

据了解，这 88 名志愿者分别

来自沾化区公路局、城管执法局、
水务局、教育局、人民检察院、中医
院以及黄升镇政府，44 位老人是
黄升镇 6 个省定贫困村建档立卡
贫困户。（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
员 孟令旭 窦俊霞 摄影）

88名志愿者慰问44名老人

近年来，无棣县水湾镇紧扣抓党建
促脱贫主线，积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强
化宗旨意识，充分调动全镇党员干部及
贫困户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变“输血”为

“造血”，不断深化和创新扶贫工作的新
方法、新举措，在促进农民脱贫致富工
作中取得了一定成效。

履职尽责，强化抓党建促
脱贫的领导力量

工作中，该镇深入实施“三个一线”
工作法，不断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建立
深入基层联系和服务群众的工作机制。

领导干部工作在一线。领导干部
率先垂范，盯靠在重点工程、重点项目、
脱贫攻坚一线，全部帮包贫困户，与所

包办事处一起研究工作中出现的
新情况、新问题，出思路、想办法。
每月5日“民主议政日”活动上，领
导干部带头到所包村开展组织生
活，上好党课，不断推进“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制度化、常态化。

干部力量下沉到一线。相关
工作人员均下沉到办事处、到村，

要求吃住在办事处，工作在办事处；包
村干部下沉到村，全面帮扶、指导好村
内各项工作。在6月份进行的2016年
退出贫困人口核查工作中，刘忠礼同志
带头入户，80 余名帮扶干部深入群众
家中，共汇总出水湾镇 2016 年脱贫户
600户1376人。

问题矛盾化解在一线。通过工作
重心下移，在一线成功化解矛盾纠纷
120余起，解决信访积案5个，为群众代
办各类事项536件。

明确任务，夯实抓党建促
脱贫的工作责任

该镇实行领导干部包办事处、脱产

干部包村联户责任制，每个村安排1名
干部指导扶贫工作，对 2017 年未脱贫
户实行干部包户制度，一包到底，直至
脱贫。

省、市、县“第一书记”协调大量资
金投入扶贫，为群众办了大量看得见摸
得着的实事好事，以实际行动赢得群众
信任，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各类企业
和个体大户出资助力贫困村脱贫。抢
抓全省对口扶贫协作机遇，与淄博市临
淄区建立协作关系。加大宣传力度，深
入挖掘宣传脱贫致富典型，激发了脱贫
攻坚的内生动力。

发展产业，提高抓党建
促脱贫的工作实效

该镇依托枣业、苇帘业、高效生态
农业、畜牧业、旅游五大主导产业，抓实
产业扶贫。

通过党支部、村委会领办合作社，
吸纳贫困群众入社，解决群众脱贫致富
问题。洼杨村流转土地 1000 亩，引进
无棣龙港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建设了无

棣驴产业园；王化如村成立了粮食种植
和畜牧养殖合作社，建设了面积 50 亩
的无棣驴养殖基地；于辛店村成立了畜
牧养殖专业合作社，建设了面积 30 亩
的标准化养猪场。

统筹项目资金使用，将资金放到市
场前景好、项目潜力大的产业上，以扶
贫资金参与入股分红，扶贫村内贫困群
众优先到项目区内打工就业。后坡徐
千年枣园项目整合5个村扶贫资金132
万元；投资300余万元，对刘李苇子专业
交易批发市场进行了升级改造；积极推
动科技创新和人才扶贫工作，逐步实现
苇帘加工机械自动化，效率提高4-5倍。

加快推进全域旅游项目，庞集村冬
枣旅游农家乐项目实现分红；打造“枣
业、高效农业+旅游”模式，重点建设龙
云湖生态旅游度假区，沿小开河西岸北
起胜利水库南至白杨支沟栽植了面积
135余亩太空莲籽，正在规划开发龙云
湖生态旅游度假区水上游乐项目，开发
鑫嘉源—龙云湖生态旅游度假区—千
年枣园三点一线水湾“一日游”项目，通
过旅游产业带动贫困群众脱贫增收。

水湾抓党建激发五大产业扶贫新动能
该镇还对2017年未脱贫户实行干部包户制度，一包到底直至脱贫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孙静怡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田军 通讯员 张
玉军 报道）麻家村位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小
营街道北部，北邻黄河，全村204户、517人，党
员 24 人。村庄占地 113.2 亩，耕地面积 919.3
亩，村民年人均纯收入1.3万元。

麻家村濒临黄河，自然环境优美，位置得天
独厚，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为推进生态农业
发展，改善人居环境，该村决定投资260万元，打
造省级美丽乡村建设项目，按照“吃农家菜、住
农家屋、享农家乐、游景观路”的休闲旅游发展
思路，打造麻家村特有的乡村旅游格局。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完善基础道路“四化”
工作，建起“两横一纵”主干道三条，“两横六
纵”巷道八条，全部实施硬化；主街道两侧栽植
龙爪槐、北美海棠、木槿、三叶草等绿化苗木，
实现村庄绿化；配备专职保洁人员，垃圾清运
车辆及工具齐全，实现卫生净化；安装路灯20
盏、监控摄像头12个，实现村庄亮化。此外，开
展环境“四清”整治，以“农耕文明”为主题绘制
文化长廊、文化墙；配套文化设施，建设村庄文
化大院，设立图书阅览室，室内已购置各类图
书600余册，文化健身广场面积达400平方米；
发挥村落、郊野、田园等环境资源优势，建设集
观光、娱乐、休闲于一体的绿化广场2处。

小营街道麻家村：
打造麻家村特有乡村旅游格局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刚 通
讯员 孙亦强 杨通 报道）10月27日，滨
城区杨柳雪镇为民服务中心广场上，农
机手将购置的各种农业机械集中到此，
宛如车展般整齐地排列着。这是杨柳
雪镇首次进行大范围农机现场确认补
贴。

为进一步强化主要粮食作物和大
宗经济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机具装备，
统筹兼顾林牧渔业生产机械化机具装
备，杨柳雪镇结合农业发展现状，确定
以“2017 年山东省农业机械购置补贴
机具种类范围”为标准，以滨城区认定
的11大类52个品目为补贴重点进行农

机补贴。
此次活动中，该镇根据有关要求进

一步改进补贴方式，实行在资金额度范
围内先购机后补贴，先来先补，补贴资
金用完为止。现场为秸秆粉碎还田机、
轮式拖拉机、免耕播种机等七类机具
134台农机进行了补贴审核，共发放购

置补贴234万余元。
“有了国家补贴，买农机少了很多

顾虑，我买这个机械花了13万元，这次
国家给补贴了3万多元，以后不但在家
里可以使用，还可以到外地赚钱，真是
太好了！”秸秆还田机车主赵新波办完
手续后高兴地说。

杨柳雪对七类机具发放补贴234万元

滨州日报/滨州网阳信讯（通
讯员 王贵芝 报道）近日，阳信县内
审协会受到山东省内部审计师协
会通报表彰，被授予“山东省内审
信息宣传工作先进单位”荣誉称
号。近年来，阳信县审计局高度重

视内审信息宣传工作，将其作为展
示和提升内审工作形象的重要窗
口，认真总结分析内审工作中取得
的成效，及时报道新动态，不断研
究和探索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扩
大了内审工作影响力。

阳信内审宣传工作获省级表彰

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讯
员 高亚男 报道）近期，邹平县魏桥
镇不断均衡法律服务资源，以“一村
一法律顾问”工作为抓手，依托三个
平台，定位三大目标，发挥三项职
能，全镇基层法律体系日臻完善，群
众知法懂法守法水平不断提升。

以“三大目标”为导向。魏桥
镇将“通过舆论宣传使群众知法、
通过普法宣讲使群众懂法、通过提
供法律服务使群众用法”定位为

“一村一法律顾问”的三大目标。
通过多种形式，营造建设法治魏桥
的浓厚氛围。同时，各法律顾问定
期到村进行普法宣讲，随时为村民
提供法律服务，帮助群众养成知法
懂法守法用法的习惯。

以“三大平台”为依托。魏桥
镇创新打造了“镇公共法律服务中

心、责任区法律顾问咨询日和村法
律宣讲台”三级法律体系建设平台，
为群众获取法律服务提供多样化选
择。在镇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实行工
作日律师全接待制度；在各责任区
将每周三确定为“法律顾问咨询
日”，为各村决策集中提供法律参
考；定期到村进行法律知识宣讲，为
百姓法律问题进行答疑解惑。

以“三大职能”为宗旨。魏桥镇
将“为群众提供法律服务、为村提供
法律建议、为群众调处矛盾纠纷”简
化为法律顾问的三项职能。以法律
顾问的“为民服务、为村建议”作为
基本职责要求，强化法律顾问对矛
盾纠纷化解工作的独特作用，充分
发挥法律顾问懂法用法的优势，通
过依法依规处理各项社会事务，潜
移默化地提升全镇法制建设水平。

以“一村一法律顾问”工作为抓手，建起基层法律体系

魏桥为群众提供
多样化法律服务选择

滨州日报/滨州网阳信讯（通
讯员 董曰忠 报道）近日，阳信县第
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阳信县 2016 年度
县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
况的审计工作报告》，充分肯定了

审计工作。该县审计工作全面准
确地反映了预算执行、税收征管、
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等方面存在的
突出问题，并从强化问责、优化财
政资源配置等方面提出了审计建
议。

阳信预算执行审计工作
获县人大常委会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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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文明”主题文化墙成为村里的靓丽景观。

村里配套建设健身广场，茶余饭后活动一下。 建起“旭园”等绿化广场，人居环境进一步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