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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任斐 通讯员 蔡宇 韩斌 报道）为
进一步提高干部职工依法办事
的能力和水平，日前，市住建局
城建服务中心举办了法制专题
讲座。

此次讲座对《滨州市国有土

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进行
了详细解读，重点介绍了该办法
的起草过程、制定依据、主要修
订内容等，并结合市住建局城建
服务中心的主要职责和工作实
际进行了讲解。

市住建局城建服务中心
举办法制专题讲座

党内法规知识60问 (12)
19.地方党委、机关

党委与党组、党组性质
的党委的区别是什么？

地方党委是党的地方一
级组织，包括省、市、县级党
委，在本地区发挥领导作用，
由党的同级代表大会选举产
生；机关党委是党的基层组
织，在本单位发挥协助和监督
作用，由党员大会或者党员代
表大会选举产生；党组是党在
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
织、文化组织、社会组织和其他
组织领导机关中设立的领导机
构，在本单位发挥领导作用，由
同级地方党委批准设立；党组
性质的党委是党在对下属单位
实行集中统一领导的国家工作
部门和有关单位的领导机关中
设立的领导机构，在本单位、本
系统发挥领导作用，其产生和
职责与党组基本相似。（源自
《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
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
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国共
产党党组工作条例》）

20. 应当设立党
组和不设立党组的情
形有哪些？

下列单位有党员领导成
员3人以上的，一般应当设立
党组：县级以上人大常委会、
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县
级以上政府工作部门、派出
机关（街道办事处除外）、直
属事业单位；县级以上工会、
妇联等人民团体；中管企业；
县级以上政府设立的有关管
委会的工作部门；其他有必
要设立党组的单位。下列单
位一般不设立党组：领导机
关中的党员领导成员不足 3
人的；与党的机关合并设立
或者合署办公的；由党的机
关代管或者管理并纳入党的
机关序列的；县级以上政府
直属事业单位以外的其他事
业单位；共青团组织；中管企
业的下属企业，地方国有企
业；地方文化组织、社会组
织。（源自《中国共产党党组
工作条例》

自今年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
来，滨城区各级党组织将“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作为党史学习教
育的重要内容，主动“访”民情、“惠”
民生、“聚”民心，坚持从群众身边的
事情做起，从群众关心的难题改起，
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身边
事，以实际行动践行为民服务宗旨。

组织开展“万名党员
办实事”活动，研究形成
1131项民生实事项目清单

今年以来，滨城区按照中央和
省、市委关于开展“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的通知要求，组织开展
了“万名党员办实事”活动，并将6月
份确定为全区“我为群众办实事”活
动月，万余名党员持续开展联系群
众大走访、发展难题大排查，脚踏实
地、深入基层为群众办实事、解难
题。

“我们坚持‘小切口、大作为、好
影响’标准，梳理群众反映强烈的

‘急难愁盼’问题，研究形成1131项

民生实事项目清单，逐条逐项拿出
实施推进措施和问题解决办法，明
确任务标准，落实责任人和完成时
限。”滨城区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
一项项实实在在的民生项目，真正
做到了“解民生难题、打通民生堵
点”。

全区各级部门瞄准群
众“急难愁盼”，共为群众
办实事、办好事2.3万余件

今年以来，滨城区把区“两会”
表决通过的 8件民生实事和全市

“12156”民生实事的推进落实作为
主干工程、基础工程，抓好民生实事
项目清单落实，确保取得实效。全
区36000名党员深化岗位建功和志
愿服务活动，通过办成“小事”和

“微、暖”服务，切实解决群众的困难
事、烦心事，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见行
见效。

今年“七夕”期间，滨城区民政
局婚姻登记服务中心采用“提前网
上预约”和“现场预约预审”的方式，

分时分段合理确定预约办理数量，
从严从细做好疫情防控，确保婚姻
登记工作衔接顺畅、有条不紊。

滨城区法院建立了“六联六通
连万家”司法惠民工作机制，通过主
动联系、靠前服务、结对联建，使司
法服务“进万家门，知万家情，解万
家忧，办万家事”，进一步推动平安
滨城建设，密切法院与群众联系，优
化法治营商环境，加强矛盾诉源治
理，提升社会法治意识。

滨城区水利局对存在“管网老
化”“定时供水问题”“未供水入户”
等方面问题的20个村进行村内管
网改造，解决群众饮水安全问题，目
前共完成户数2000余户，受益人口
5000余人。

据初步统计，全区各级部门共
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2.3万余件。

推出一系列新措施、
新办法切实为民、为企服
务，各单位共建立24项长
效机制

今年，滨城区在全市首推“政银
合作”标准化建设，率先启用“电子
营业执照”办理企业银行开户业务，
与烟台自贸区等7地实现“全省通
办”，与泰州市海陵区等7地实现“跨
省通办”。

同时，聚焦“一老一少”，区教体
局新建第七实验、第八实验、第九实
验和第十实验幼儿园，项目建成后可
以新增教学班81个、学位2430个，
全区幼儿园普惠率达到85%以上。

区民政局和彭李街道联合打造
了全市首家综合型养老技工——滨
城区智慧居家康养之家暨彭李街道
综合养老中心，实现“智慧+康养”，
为老年人提供优质养老服务。

在此基础上，滨城区各单位把
建章立制和解决问题统一，探索建
立管根本、利长远、重实效的长效机
制，不断巩固和深化学习教育成
果。截至目前，滨城区各单位共建
立各项长效机制24项，为常态化解
决群众难题提供了制度机制保障。

列出1131项民生实事清单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
滨城区各部门深入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主动“访”民情、“惠”民生、

“聚”民心，以实际行动践行为民服务宗旨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葛肇敏 通讯员 李荣新 孙建波 刘志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杭裕
平 报道）为深化党史学习教育，打造
一支守信念、讲奉献、有本领、重品
行的高素质基层干部队伍，推动全
市住房公积金事业高质量发展，11
月20日上午，滨州市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新时代基层干部专业能力提
升培训班在渤海先研院报告厅开
班。

本次培训班为期两天，包括8个
专题、16个学时，采取课堂教学、现
场观摩、主题报告、研讨交流等形式
进行，邀请李雪海、谷俊青、李侃等
省内外相关行业专家进行授课。本
次培训严格遵守疫情防控规定，采

用全封闭式培训。
据悉，2021年，我市住房公积金

事业实现快速发展，多项业务指标
位居全省前列。2021年，全市新增
缴存职工 4.25 万人，累计归集额
257.02亿元，较2017年初，新增缴
存职工 18.84 万人，新增归集额
191.33 亿元，实缴职工人数达到
27.95万人。近五年来，新增缴存人
数是前15年（2002—2016）总和的
2倍。新增归集人数、新增归集额在
全省增幅分别居第1位和第2位。

2021年，我市发放住房公积金
贷款20.78 亿元，提取住房公积金
21.85 亿元，累计贷款额 203.02 亿

元，累计提取额130.1亿元。近五年
来，全市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
119.11亿元，提取住房公积金94.42
亿元，支持职工购建房面积420.32
万平方米。住房贷款实现“零”逾
期，位居全省第1位。近五年来，上
缴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补充资金4.62
亿元，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
保障房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持。

2021年，我市公积金政务服务
能力实现跨越式发展，由过去线下
大厅单一服务渠道，陆续拓宽为网
上营业厅、微信公众号、手机App等
九大服务渠道；业务信息处理由过
去的信息孤岛，逐步实现了公安等8

部门49项数据共享，形成了“1+9+
2”信息化服务体系；通过应用电子
档案、人脸识别技术、智能免填单、
电子证照、电子签章、预约功能，25
项业务实现秒批秒办，46项业务实
现线上实时办结，住房公积金贷款
（期房）实现“零跑腿”。上述工作均
达到全国领先水平，工作经验全省
推广。

2021年，全市住房公积金业务
离柜率已超过30%，走在全省前列；
我市坚持制度创新，在国内率先建
立县区住房公积金联席会议制度，
被全省现场会推广经验，并积极向
住建部推荐案例。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新时代基层干部专业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

滨州住房公积金多项业务指标位居全省前列

11月21日14时30分，滨州市
气象台继续发布寒潮蓝色预警信
号。为应对此次寒潮降温天气，滨
州热力有限公司提前谋划，多举措
加强提温工作，确保用户居家温暖
舒适。目前，为市城区集中供热的
三大热源机组运行平稳，根据智慧
供热信息化系统监测数据显示，各
换热站及二级网入户供水暖气片
40℃及以上的用户占比100%，地暖
36℃及以上的用户占比100%。

及时根据气象变化对
站网实施精准调度，确保
舒适供热

今冬正式供热以来，滨州热力
有限公司持续加强与滨州市气象局
的合作，及时获取准确气象资料，确
保供热负荷精准调度。同时，通过
智慧供热自控平台对383个供热站
点的运行参数实施个性化调控，特
别是实现了老旧小区、棚改小区按
需供热，赢得了用户点赞。

此外，滨州热力有限公司通过
安装热计量装置、单元电动调节阀、
室内温度测点、喷射泵混水装置、户
式动态平衡阀等新工艺设备，推行
二级网精细化调节，有效消除了冷
热不均的水力失调现象，实现了舒
适用热、精准供热。

进一步强化管理，提
升服务质量，确保室外降
温室内温暖

寒潮到来，滨州热力有限公司
持续加强巡检力度，发现问题立即
解决。其中，首站值班人员、供热管

家均增加了对各自负责的供热系统
的巡检频次，并详细记录各种参数，
做到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各级领导
坚持带班值班，一线人员24小时值
守，确保设备运行安全稳定。

同时，滨州热力有限公司利用
热计量平台，及时做好用户供热计
量数据监控分析，并通过远程查看
用户室内温度，对家中温度偏低用
户的供热问题进行排查，及时做好
现场处理。此外，公司还对失水量
较大的换热站投放臭味剂，全力减
少热量损失，保证用户采暖效果。

“供暖热线+供热管
家+访民温暖”三力合一，
确保用户家中供热问题及
时发现快速解决

为确保寒潮期间热用户家中温
暖舒适，滨州热力有限公司进一步
提高客服热线968111的接听、回复

效率，确保即接即办、跟踪督导、办
结回访等工作紧密衔接。目前，
968111有10部座席24小时在线，
及时受理用户报修等诉求。针对多
次投诉的用户，热线会进行跟踪督
办和回访，确保用户问题及时解决。

同时，滨州热力有限公司继续
提高供暖管家服务质量，要求供热
管家接到派单后，第一时间与用户
取得联系，约定上门服务时间，确保
接到的投诉100%上门处理、当日派
单及自接投诉全部当日完成。在此
基础上，供热管家对独居老人开展
延伸服务，主动上门为老人处理供
热问题，赢得了老年热用户好评。

此外，滨州热力有限公司持续开
展“访民问暖”活动，领导班子成员现
场盯靠、加强督导，确保各项保障和
服务工作落实落细。自11月15日至
今，领导班子已带队深入97个小区、
262户，实地解决262件供热问题。

寒潮来袭 滨州热力多点发力确保用户家中不降温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郭刚 通讯员 高倩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办实事开新局

11 月 20 日—21 日，2021
年山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高职组护理技能赛项在滨州
职业学院举行。来自全省各
地市的19支代表队参赛。

本次竞赛内容以临床真
实案例为导向，分为理论考试
和技术操作两项，旨在引导护
理学子在日常学习中更贴近
临床、贴近岗位、贴近服务对
象，提升职业素养。（滨州日
报/滨州网记者 郭文璐 通讯
员 赵永红 摄影）

比拼护理技能比拼护理技能
提升职业素养提升职业素养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州讯（通
讯员 王长钧 报道）11月18日至
19日，滨州职业学院医学技术学
院领导到济南市学生顶岗实习
单位开展安全专项检查、走访。

此次检查涉及医学技术学
院口腔医学技术和药学2个专
业，4 家实习单位、52 名实习
生。其间，院领导与合作单位进
行了深入交流并与部分实习生

进行座谈，之后深入车间、餐厅
和宿舍，详细了解了实习生生
活、实习现状。本次检查采取线
上线下结合的方式，通过网络和
现场发放学生顶岗实习调查问
卷近500份。据悉，目前顶岗实
习学生三方协议的签订已全部
落实，该院实习生基础扎实、遵
守纪律，得到各实习单位一致好
评。

滨职医技学院开展
顶岗实习安全专项检查

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
讯员 尹红 报道）为弘扬学校班主
任工作中的典型事迹，加强班主
任队伍建设，及时总结和推广班
级管理先进经验，11月19日，邹
平市好生小学举办了《用“特色”
为班级代言》班级管理论坛活动。

论坛上，邹平经济开发区实
验学校张晓娟老师作了《向着明
亮那方走去》专题报告，从情怀、

宽容、幸福、感恩、活动五个方
面，分享了自己担任班主任的工
作经验和与同学们和谐相处、与
家长有效沟通的心得，让在座教
师受益匪浅。之后，好生小学的
4位老师结合自身学区、班主任
管理经验，分别从组建新的班
级、班规制定、干部选拔、一日常
规、家校联系等方面，讲述了自
己管理班级的点滴感悟。

好生小学举办
专题论坛共话班级管理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州讯
（通讯员 王淑芳 王侃 报道）为
加强校园安全，做好疫情防控，
日前，滨州实验学校 2020 级 9
班骐骥中队组织家长走进课
堂，和孩子们一起学习科学防

控疫情知识。其间，家长和孩
子们一起了解了新冠肺炎的临
床表现、如何判断是否得了新
冠肺炎、如何科学就诊等知识，
并对在校期间的科学防护知识
进行了学习。

家长师生共学疫情防控知识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
讯员 张宗帅 赵延海 报道）11月
18日夜，邹平市公安局青阳派出
所民警成功救援两名爬山遇险
游客。

当日18时左右，邹平市公
安局青阳派出所接到指令：两名
无棣籍男子从辖区醴泉寺往南
爬山，迷路无法返回。警情就是
命令。接到通知后，青阳派出所
副所长孙浩然带好救援设备后
立刻率队出警，他一边用手机联
系两名爬山人员进行心理安抚，
一边和所里的同志紧急赶往现
场。

当时天黑路远，林密湿滑，

根本看不清爬山的道路。加上
得知其中一人从一处悬崖滚落
下来，民警更加焦急。经过四个
多小时的攀爬，民警克服重重困
难，钻灌木荆棘，攀爬悬崖，终将
两名男子分别找到。

此时，民警们大多身上多处
刺伤，手部划伤，还有队员的鞋
底被灌木扎穿，但大家没有任何
怨言。民警将带来的水、食品等
分发给两名迷路男子，并详细询
问了他们的遇险经过，查看了他
们的身体状况。23时 30分左
右，在接警5个多小时后，在民警
们的带领下，被救的两名爬山遇
险男子平安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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