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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服务承诺，榜样不玩虚活

孙孙武武街街道道党党员员家家门门口口““亮亮身身份份””

党员干部带头

强责任做榜样

“这块牌子，既是荣誉，又
是责任。自从有了这个标牌，
我时刻感觉心里沉甸甸的，要
对得起这份荣誉，担起这份责
任。”后娘娘坟村支部书记纪
延英看着家门口的标牌说。

“通过党员亮相，党员们
不但表明自己忠诚于党、感恩
于党，投身经济发展、社会建
设的积极立场，而且表明要积
极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带动家属亲人和村民为农村
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孙
武街道党建办主任王守刚说。

在全县积极开展“作风效
能服务年”活动中，孙武街道
办事处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
带头作用，在基层党员干部中
积极开展“党员身份亮出来，
平常工作看出来，关键时刻钻
出来，危险时刻豁出来”为主
要内容的“亮身份、强责任、做
榜样”活动。党员干部公开承
诺践诺，无职党员设岗定责，
农村无职党员在新农村建设
中有事干、干成事等一系列活
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公开承诺践诺

党员模范带动

在付家社区，里面设有老
年活动中心、图书馆。图书馆
共有近万册书，新书有 7 0 0 0
册，分历史、文学、农技等多个
种类。在为老年人专门设立的
活动中心内，记者看到有人在
打乒乓球，有人在棋牌室娱
乐。“宋俊利书记在年初的承
诺中，要为俺们村民办这些实
事，这还不到年底就完成了。”
张红春边和老伙伴儿们打牌
边对记者说。

为解决村庄环境整治资
金不足的问题，昭家村书记昭
希民和其他村干部带头捐款。
通过捐款、一事一议筹资和对
外承包闲置土地等方式筹集
资金20多万元。先后实施了村

路面硬化、排水沟建设、路灯
安装等工作。现在，昭家村的
面貌焕然一新，村两委公正透
明的工作方法也得到了群众
的认可。

后娘娘坟村借环境综合
整治、公开承诺践诺等为民服
务活动大打廉政牌，与创建市
级廉政示范点紧密结合起来，
党员干部敢于争先，模范带
动，群众积极响应，美化乡村
建设与丰富多彩的群众性廉
政文化活动完美融合，浓浓的
干群关系在街头巷尾中迅速
营造了清正廉洁的道德环境
和社会氛围。

承诺项项兑现

群众得到实惠

在孙武街道，俎先泉、陶
青桐、宋俊利……他们或进行

技术传授、或进行水利设施维
护、或清理排水沟，他们没有
惊天动地的壮举，却时刻践行
着他们实实在在的承诺。他们
用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来证
明“共产党员”这个称号，他们
始终以让群众真真正正得到
实惠为出发点严格要求自己。

“党员干部为我们老百姓
服务很实在，他们承诺的内容
条条落实、项项兑现，我们农
民群众也得到了更多的帮助
和实惠！”谈到党员的奉献精
神，当地群众纷纷翘起了大拇
指。

孙武街道党工委组织委
员石涛告诉记者：“通过开展
党员服务承诺活动，广大党员
的党性观念明显增强，有了更
广阔的驰骋空间，更赢得了百
姓的尊重和信赖。”

20日上午，记者走进
孙武街道办事处后娘娘
坟村，在村民王辉家门
前，一块“我是共产党员”
的标牌格外引人注意。像
这样的标牌，全村共悬挂
了2 8个。党员公开亮身
份，认领责任岗位，事事
做表率，已成为该村一道
靓丽的风景。

文/片 本报记者 王文彬
本报通讯员 董佃伟 刘琳

上上任任不不到到俩俩月月，，帮帮村村修修上上公公路路
——— 记惠民县公安局驻何坊办事处柏吕村“第一书记”王清华

后娘娘坟村郭青海向记者介绍责任岗位牌。

“没想到这么快，村里就通上了公路，日子越来越盼头，
我也越干越有劲。”惠民县何坊办事处柏吕村的一位村民看
着村里刚刚通上的公路高兴地说。8月初，贯穿该村南北东
西、连接乡镇主干道的1037米柏油路顺利竣工。村民们纷纷
走出家门，掩饰不住脸上的笑容，几十年的老土路、泥泞路这
一老难题，被县公安局下派的“第一书记”王清华同志顺利解
决了。

“1+3”工作模式

矛盾扼杀在萌芽中

走进惠民县何坊办事处柏
吕村，一提起“第一书记”王清
华，村民们纷纷竖起大拇指。今
年6月初，根据组织部门安排，
王清华到柏吕村任职“第一书
记”。

“作为‘第一书记’，就要为
老百姓解难事、办实事、办好
事。”从到任的第一天起，王清
华就沉下身子，和村两委工作
人员一起调查摸底，小到婆媳
吵架，大到治安纠纷，慢慢地村
民们都把他当成朋友。

王清华积极协助村里抓好
治安巡逻、安全防范、专群结
合、警民联防等工作，全力推进
村里的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
不但拉近了与村民之间的距
离，拓宽了服务群众的渠道，也
密切了干部群众的联系，提高
了村民安居乐业的满意度和幸

福感。
担任“第一书记”以来，王

清华还对村里的社会治安和群
众纠纷调解做了深入探索。考
虑到警务联动的需要，他结合
实际，主动联系村民小组负责
人制定完善各项村规民约；以
警务工作为依托，开展“十户联
防”、“区域联防”等群众性联防
活动，确保辖区的平安稳定。通
过实践，他因地制宜，摸索出以

“第一书记”为主导，由治保组
织、调解组织、妇女组织参与的
警民“1+3”工作模式，让村里的
纠纷在萌芽阶段就得以调解，
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
镇、矛盾不上交”。

争取局党委的支持

帮柏吕村通上公路

村内没有硬化的道路，给
群众出行带来极大不便，作为

“第一书记”的王清华认识到自
己的责任重大。“一定要通上公

路！”他决定要把柏吕村的道路
修起来。

由于村里没有集体收入，
资金困难成为制约公路建设的
瓶颈。此后，在了解掌握基本情
况后，王清华提出思路，制定计
划，及时向公安局党委汇报，争
取县公安局党委的大力支持。

“要帮助柏吕村通上公
路。”惠民县公安局党委书记、
局长刘建忠多次在对柏吕村
的调研中强调。随后，在局党
委的支持下，王清华说干就
干。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他
通过现场调研、走访群众、召

开会议等形式，明确了筹措资
金的渠道，采取“县公安局出
一块、交通部门支持一块、村
民捐助一块”的方式，以确保
公路尽快施工。为及早施工，
他带头捐款1000元，带领村两
委及群众捐款15万元。

同时，他积极联系施工部
门，和村两委、群众代表等人始
终坚持在施工第一线。其间，惠
民县公安局党委副书记、政委
周景生多次前往柏吕村进行现
场调研和督导，确保了施工进
度和施工质量。8月初，投资
31 . 5万元的村公路终于贯通。

文/片 本报记者 王文彬 本报通讯员 田晓剑

惠民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刘建忠(右二)与王清华(右一)在柏
吕村开展党员联户工作，征求意见。

惠民贫困大学生
可申请助学贷款

本报8月20日讯(记者 王文
彬 通讯员 展俊俊 夏禄新 )

随着大学新生入学季即将到
来，惠民县教育局开通了生源地
信用助学贷款便民服务，帮助贫
困学子圆梦大学。

为了让广大贫困大学生充分
了解贷款政策，县教育局加大了
政策宣传，印发《生源地信用助学
贷款公告》、《生源地信用助学贷
款办理指南》等宣传手册，并通过
报纸、网络、宣传栏等形式广泛宣
传生源地贷款优惠政策及办理条
件和程序。同时，县教育局资助中
心以“方便群众”为宗旨，热情接
待学生和家长，耐心讲解政策，做
到随到随办、应贷尽贷，最大限度
地便民利民。

为了加强加强贷后管理，保
证贷款在贫困学生手中真正发挥
作用，县教育局开通了生源地贷
款工作电话，以便及时解答贷款
学生的疑问，为学生提供服务。

想申请助学贷款的贫困大学
生，可拨打惠民县教育局资助中
心电话：0543—5351577。

“诚信万人行”
3000家庭受益

本报8月20日讯(记者 王文
彬 通讯员 王勇 ) “这不，我
在滨州市上海世嘉小区买了楼
房，顺利地贷出了低息住房贷
款，这多亏我们乡镇开展的‘诚
信万人行活动’啊！”近日，在滨
州市做服装生意的惠民县清河
镇李家村36岁妇女李静高兴地
说。

今年以来，清河镇借助开展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积
极主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大好时机，开展了“诚信万
人行”活动，由银行、宣传、计生、
劳保、民政等职能部门联合负责
实施，共同建立诚信家庭和个人
档案，并建立诚信信息共享机
制，由金融部门推出了征信记录
实名制登记活动，严格规范资金
流动偿还、借款等诚信次数登
记，对于诚信不良者不予办理借
款或贷款；宣传部门则是积极主
动宣讲个人诚信对家庭、社会以
及自身未来空间发展的种种好
处，及其“老赖”式的不良诚信发
生之后对于个人的恶劣影响等，
如入党、参军、升学就业、贷款
等；计生、劳保、民政等部门对于
违法计划生育、骗保等个人违法
行为与公安、司法、法院等执法
部门联合进行实名制登记，并且
采取建立信息资源共享体系，严
厉打击这些违法者的不法行为。

截至目前，清河镇通过“诚
信万人行”活动，已有3000个家
庭受益。

15日上午，惠民李庄镇计生
办技术人员为辖区育龄妇女检查
孕情环情。为了稳定低生育水平，
推动生殖健康服务，近日，李庄镇
利用两周时间对辖区内8738名已
婚育龄妇女开展生殖健康检查服
务活动。

本报记者 王文彬 本报通
讯员 董士达 摄影报道

李庄育龄妇女
生殖健康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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