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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田慧慧 报道
葡萄成熟的季节袁 薛屯村的葡萄长廊下袁 采
摘尧 购买尧 讨价还价的百姓络绎不绝曰 金秋的九
月袁 张飞垓的梨园里袁 熙熙攘攘袁 游人如织曰 荷
花盛开的湿地中袁 绿叶粉花袁 影影绰绰袁 花香袭
人遥 走在马营镇的大街小巷袁 安逸的村居生活犹
如 叶桃花源记曳 中描述的 野阡陌交通袁 鸡犬相
闻冶遥 处处彰显着淳朴的乡风袁 时时透露着质朴
的民风袁 袅袅炊烟留住了浓浓乡愁遥
美丽乡村的建设与稳定的社会环境密不可
分袁 近年来袁 该镇综治中心始终坚持 野维护社会
稳定袁 服务人民群众冶 的原则袁 不断创新综合治
理袁 加强平安乡村建设袁 为百姓安居乐业创造了
良好的治安环境袁 为马营镇创建具有鲜明产业特
色尧 浓厚人文底蕴尧 完善服务设施尧 优美生态环

境的特色小镇奠定了坚实基础遥
天网工程袁 守护百姓之 野眼冶遥 随着社会治
安形势日趋复杂袁 传统的治安防控措施已经难以
满足现实需求袁 运用新的技术手段开展治安防控
是顺应新时代的需求袁 大数据尧 信息化的发展袁
也为新的治安防控手段提供了技术支持遥 在镇驻
地交通要道尧 治安卡口等公共聚集的复杂场所和
各行政村安装视频监控设备袁 达到区域监控全覆
盖遥 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袁 规范化建设村级视频监
控室袁 逐步增加村级视频监控室数量遥 建设镇村
共享平台袁 将重点场所尧 重点部位尧 重点企业的
摄像头接入到镇综治中心袁 充分发挥镇综治中心
的统筹协调作用遥
雪亮工程袁 治安防控的 野篱笆冶遥 实施 野雪
亮工程冶 建设袁 是 野互联网+冶 环境下加强和创

新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重要途径遥 马营镇以
建设 野平安梁山尧 和谐马营冶 为目标袁 按照上级
部门要求袁 以镇综治中心为指挥平台尧 以综治信
息化为支撑尧 以网格化管理为基础尧 以公共安全
视频监控联网应用为重点加快推进 野雪亮工程冶
建设遥 建立上下联动尧 高效运行的工作体系袁 将
野雪亮工程冶 纳入镇村两级综治办重点完成事项袁
逐步完成标准统一尧 运行规范的综治 野雪亮工
程冶袁 切实发挥保障社会治安袁 维护社会稳定的
重要职能遥 通过三级综治中心建设把治安防范措
施延伸到群众身边袁 发动社会力量和广大群众共
同监看视频监控袁 共同参与治安防范袁 从而真正
实现治安防控 野全覆盖尧 无死角冶遥
社区网格化管理袁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遥 为进
一步夯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础袁 全面提升综治

管理和服务水平袁 马营镇加大力度推进网格化信
息化管理遥 改进社会治理方式袁 创新社会治理体
制袁 以网格化管理尧 社会化服务为方向袁 健全基
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遥 专门成立网格化服务中
心袁 明确人员袁 负责指挥调度网格化信息化管理
工作遥 将 24 个行政村划分为 24 个网格袁 要求所
有村支部书记都作为网格员参与网格化管理袁 形
成 野一网多格尧 一格多员尧 一员多岗尧 一岗多
责尧 全员参与尧 全程服务冶 的工作模式遥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袁 夯实社会稳定土壤遥 全
面广泛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活动袁 在印发
宣传彩页尧 悬挂标语尧 条幅尧 粉刷口号尧 出动宣
传车等宣传方式的基础上袁 利用新媒体如微信尧
政府网站尧 LED 宣传灯和发放一封信尧 明白纸等
方式达到全方位尧 无盲点深入宣传扫黑除恶专项

韩岗镇

寿张集镇

通讯员 冯忠媛 报道
寿张集镇积极宣传贯彻省尧 市尧
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会议精神袁 扎
实开 展 扫 黑 除 恶 活 动 袁 积 极 营 造
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遥 成立了以
党委书记为组长尧 分管副书记任
副组长袁 派出所尧 管区书记为成
员的 野 扫黑 除 恶冶 工 作领 导 小组 袁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袁 制定了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方案袁 真正
将专项斗争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
务摆 到 了突 出 位置 遥
广泛开展宣传发动工作遥 通

过 拉横 幅 尧 LED 显 示屏 滚 动播 放 尧
入户宣讲等多种形式袁 全方位尧
多角度深入开展宣传发动袁 营造
打击声势袁 做到人人知晓遥 张贴
扫 黑除 恶 专项 斗 争举 报 中 心 公 告 袁
设立举报箱遥 发动群众举报身边
的黑恶势力,坚决打击黑恶势力袁
在 全镇 营 造浓 厚 的扫 黑 除恶 氛 围遥
深入开展线索摸排工作遥 由
派出所牵头袁 抽调精干力量认真
开 展对 治 安复 杂 场所 部 位 的 排 查 尧
整治工作袁 全面推进社会治安防控
体系建设和平安建设袁 切实维护社

斗争的良好局面遥 统筹派出所尧 司法所尧 综治办
等相关站所各司其职尧 齐抓共管袁 形成工作合
力袁 建立扫黑除恶联防联治长效机制遥 派出所向
各行政村下发摸排表袁 广泛收集信息袁 深入排查
线索遥 组织人员走访 野两重冶 领域建设工程项目
负责人和务工人员尧 物建信息员袁 通过现场察
看袁 发放 野一封信冶 等方式袁 深入摸排 野两重冶
领域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遥 将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与基层组织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相结合袁 充分
发挥基层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袁 坚持边扫边建袁
筑牢防黑防恶堤坝遥 积极发挥社区网格员管理职
能袁 认真开展辖区内各类矛盾纠纷的调处尧 化
解袁 及时排查上报矛盾纠纷尧 涉黑涉恶不安定因
素和不安全隐患等各类动态信息遥

会治安大局稳定遥 确保扫黑除恶专
项行动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袁 为全
镇社会稳定 野保驾护航冶遥
着力加强考核确保实效遥 建立
健全责 任 追 究 制 度 袁 对 不 作 为 和
工作不力的责任村和责任人进行
问责遥 统筹兼顾袁 把扫黑除恶与
作风建设尧 基层 野拍蝇冶 结合起
来 袁 深 挖 黑恶 势 力 野 保 护 伞 冶 袁 与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尧 整顿软弱涣
散党组织结合起来袁 加强综合治
理袁 促进该镇各项事业持续稳定
健 康发 展 遥

通讯员 李卫 报道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开展以来袁
韩岗镇高度重视袁 将该项工作作为一项
重大政治任务来抓袁提高政治站位袁推进
工作落实袁以野四个加强冶坚决打赢扫黑
除恶攻坚战遥
加强组织领导遥 成立由党政主要负
责同志任组长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领导小组袁加强全镇组织领导尧跟踪督导
等工作遥 先后多次召开工作推进会议袁专
题安排部署宣传发动尧问卷调查尧线索排

查等工作袁推进工作深入开展遥
加强工作宣传遥 充分利用宣传标语尧
村喇叭尧明白纸尧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进
行广泛宣传遥 张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举
报公告袁设立举报箱袁发动群众举报身边
的黑恶势力袁使扫黑除恶工作家喻户晓袁
营造人人关心扫黑除恶尧 人人参与扫黑
除恶的强大舆论氛围遥
加强部门联动遥 着力推动镇综治办尧
派出所尧司法所等部门形成工作合力遥 落
实问题线索摸排尧 线索分流处置和查办

结果反馈机制袁 明确牵头部门和参与配
合部门袁做到信息通畅袁分类实施袁协调
推进袁提高工作的整体性尧协同性遥
加强督导调度遥 印发叶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工作督察意见曳袁明确责任部门和任
务分工遥 建立月调度机制袁定期调度线索
收集尧归口办理尧督查整改工作遥 坚持野一
线工作法冶袁组成由副科级干部任组长的
6 个督导组袁 深入村庄一线督导检查工
作袁及时发现问题袁及时整改到位袁推动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顺利开展遥

赵堌堆乡

通讯员 徐德慈 报道
自全县野扫黑除恶冶专项斗争工
作部署以来袁赵堌堆乡党委尧政府以
最大的决心尧最高的标准尧最严的要
求袁全力以赴投入到野扫黑除恶冶斗争
中遥 近日袁赵堌堆乡加大力度尧强化措
施尧自加压力尧全力以赴袁坚决打赢扫
黑除恶攻坚战遥
抓实宣传引导袁强势推进新一轮
大宣传大发动遥 定期召开党委会尧党
政联席会袁以及扫黑除恶阶段性推进
会袁对全乡干部群众再发动袁调动方
方面面的力量参与到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中来遥组织宣传车队袁逐村进行宣
传袁 开动每村广播喇叭袁 统一定时宣
传袁 形成浓厚舆论氛围遥 广辟信息来
源袁畅通举报渠道袁进一步增强全乡干
群与黑恶势力作斗争的决心和信心遥
抓实重点领域袁 集中攻坚打击一
批黑恶势力遥 突出省市边界尧 铁路国
道沿线尧 建筑施工工地这些重点区
域尧 重点部位袁 以及村级集体资产
等袁 作为重点袁 开展线索排查袁 深入
挖掘调查打架斗殴尧 强买强卖尧 欺行
霸市及侵占集体土地和公共资源等违
法行为袁 对村霸尧 河霸尧 市霸尧 建筑

通讯员 孙虎 报道
根据当前经济运行情况袁 水泊街道对照目标找差距袁
聚焦问题定措施袁 自我加压袁 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奠定
基础遥
立足实际袁 努力争先进位遥 抓住商贸尧 物流尧 金融尧
科技尧 饭店等重点领域袁 科学谋划袁 制定措施袁 继续落
实服务业发展扶持政策袁 优化产业结构袁 促进辖区第三
产业集约发展遥 加大力度扶持创新型尧 技术型企业发展遥
鼓励科室站所尧 党员干部创新管理服务模式袁 以更高效
的工作方式去面对新挑战袁 解决新问题遥
细化措施袁 实现既定目标遥 坚持投资拉动需求袁 强
力推进城市建设等 野三重冶 工作遥 坚持拆建并重袁 为民
务实袁 维护辖区稳定遥 强化招商引资成效袁 确保 野三个
一冶 目标实现遥 提前谋划专题招商方案袁 实行全员招商袁
加大走出去力度袁 引进高尧 大尧 外项目袁 提高招商引资
成效遥 优化投资发展环境袁 强力推进 野创卫冶 工作遥
查摆不足袁 务求工作实效遥 对 野三重冶尧 棚改城建尧
创城尧 环保等工作袁 以端正的态度转作风袁 打造服务型
政府遥 强化责任意识袁 对分管或具体负责的工作袁 提高
责任意识袁 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袁 坚持一线工作法袁
将工作吃透袁 做到知实情袁 出实招袁 务求工作实效遥

8 月 19 日，县住建规划
局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监
督执纪监察工作推进会。要
求相关科室、单位要牢固树
立 以 人民 为 中 心 的 发 展 思
想，提高认识，切实增强深入
推进扫黑除恶斗争的责任感
和紧迫感；深入摸排，突出重
点，严格依法打击黑恶势力
犯罪。会后，该局各科室、单
位积极行动，深入建筑一线
进行走访摸排，发放扫黑除
恶专项调查问卷三百余份，
并在各建筑工地、开发企业
门口张贴 《致全县人民的一
封信》，大力营造扫黑除恶氛
围，提高群众对扫黑除恶的
知晓率。
渊通讯员 刘尽坤 摄冤

霸进行坚决打击袁 除恶务尽遥
抓实长效机制袁 健全社会治安防
控体系遥 为保证活动扎实开展袁 该乡
成立了由纪委尧 派出所等人员组成的
督导组袁 督导组不定期对各管区尧 各
村的宣传措施落实情况尧 举报箱设置
情况尧 线索摸排等进行督导袁 督导情
况及时下发通报曰坚持人防尧技防尧物
防相结合袁健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袁加
大财政投入给予强有力的保障曰 积极
发展党员干部义务联防迎黑活动袁加
强雪亮工程建设袁 织密社会治安防范
网络遥

通讯员 郭庆强 邓梅英 报道
工程质量关系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
全袁 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袁 县质监站严
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验收规范袁 不断提
升工程质量监督水平袁 服务城市建设袁 促
进全县建筑行业健康有序发展遥
启动验收监督小组对预验收过程进行
监督遥 创新监管方式袁 打破以往一个监督
工程部对一个项目监管到底的常规袁 改为
一个工程的主体阶段和装饰装修阶段分别
由两个监督工程部进行监管的办法遥 工程
建设方向县质监站提出主体或竣工预验收
监督申请时袁 县质监站根据工程实际情况
随机抽取不负责监管该项目的三名以上监
督工程师袁 对该工程预验收过程进行监
督袁 有效避免 野讲人情冶 等问题遥
加强对检测机构检测行为的监管遥 随
着我县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以及回迁社区
的大 量 增加 袁 施 工 质 量 亟 待 有 效 地 控
制袁 特别要加强对检测行为监管袁 以
保证工程质量遥 县质监站将进一步加
大对检测机构的检测行为和数据的监
管力度袁 确保检测数据的科学性尧 真
实性和可靠性袁 净化全县检测市场环

境袁 促进全县工程检测市场的健康尧
稳 定 发展 遥
与县电视台合办 野安居梁山冶 栏
目遥 为切实提高全县建筑工程质量和
人民群众入住质量袁 加大对不良企业
的公共监督力度袁 县质监站与县电视
台深度合作袁 开办 野安居梁山冶 及微
信 平 台袁 将房地产项目工程质量信息进行
公开袁 把 野问题工程冶 进行曝光袁 对质量
优良尧 常见问题控制较好的工程给予正面
宣传袁 积极引导市场自律尧 激 励 服务 创
优袁 形成全社会齐抓共管的局面遥
加大对建筑工程装饰装修阶段的监管
力度遥 县质监站进一步加强对进入装饰装
修阶段的监督抽查尧 抽测袁 并结合专项检
查实行差异化监督管理曰 对装饰装修施工
质量差的工程袁 除责令返工重做外袁 还对
相关参建各方采取约谈尧 通报和行政处罚
等措施袁 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单位袁按
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严厉查处遥 对蒸压加
气块尧 预拌混凝土和外墙保温等原材料的
质量进行专项整治曰 加强对原材料的监督
抽查力度和频次袁加强随机抽样检测袁规范
全县建筑原材料市场管理遥

通讯员 薛文娟 报道
为保障全县人民群众饮食
用药安全袁 全力推动国家卫生
县城创建袁 县食药监局在前期
摸底排查问题的基础上袁 直面
问题袁 直击痛点袁 举全局之力
对城区及城乡结合部食品药品
生产经营单位进行彻底排查尧
彻底整治尧 彻底查处遥
实行网格包保制度遥 对县
城 26 个网格袁 落实包保人员
78 人袁 对照国家卫生县城创
建标准分行业印制食品药品生
产经营单位创城明白纸袁 并深
入各创卫网格袁 与网格牵头部
门尧 各社区积极进行对接袁 深
入每条街道尧 每个业户实行户
户督尧 家家改袁 确保创卫攻坚

行动任务层层分解到岗尧 到
人遥
彻底排查整治重点遥 网格
包保人员对各自包保网格食品
药品生产经营单位逐户进行排
查袁 对国家卫生县城创建标准
的单位当场下达责令改正通知
书袁 要求其限期整改遥 对于多
次劝导仍拒不整改的形成重点
整治名单遥
集中整治直击痛点遥 集中
整治活动中袁 将全局人员分成
四个专项行动组袁 由党组成员
带队袁 联合县公安局袁 对重点
整治名单上的经营者袁 采取扣
押尧 查封用于生产经营食品相
关工具尧 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
及生产经营场所袁 责令相关单

位限期整改遥
逐项指导规范到位遥 网格
包保人员对典型单位整治过程
进行全程跟进袁 逐项指导整
改袁 整改完成后需由网格包保
人员勘验合格后袁 经分管领导
批准袁 解除强制措施袁 退还扣
押物品袁 允许继续从事生产经
营活动遥
目前为止袁 共开展了八次
集中整治活动袁 查封扣押了
240 余家袁 并移交公安机关处
理 2 人遥 下一步袁 县食药监局
将继续抓落实尧 高标准尧 严要
求袁 加大检查频次袁 加强后续
监管袁 全力守护全县人民舌尖
上的安全袁 助力国家卫生县城
创建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