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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书记江林调研财税工作时说———

抓抓大大不不放放小小，，确确保保时时间间任任务务双双过过半半

本报5月28日讯（记者 邢振宇） 20

日，章丘组织相关部门和镇街收听收看全
省、济南市第五届道德模范评选工作电视
电话会议，同时，章丘市也启动了道德模范
评选工作。

据了解，自2007年起全国道德模范每两
年评选一次，主要评选“助人为乐”、“见义勇
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五
类道德模范。该活动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
明办、解放军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
中央、全国妇联等六部门联合主办，是新中
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规格最高、选拔最广
的道德模范评选，旨在充分发挥道德模范榜
样引领作用，广泛动员人民群众参与道德实
践，推动社会道德水平进一步提高。

活动开展以来，章丘共涌现出全国道德
模范提名奖1名，省和济南市道德模范及提
名奖24名，入选中国好人、山东好人、济南好
人和最美人物等28名，有力对外传播了“章
丘好人”形象。章丘市评选活动由市委宣传
部、市文明办、市总工会、团市委和市妇联联
合举办，于5月底启动，10月底结束。

章丘市启动

道德模范评选

本报5月28日讯（记者 邢振宇） 经过
自下而上层层推荐选拔，日前，章丘市确定
黄河镇大王常村、高官寨镇姜古庄村、水寨
镇康家村、辛寨镇颜家村、刁镇堤张村等29

个村为今年市级美丽乡村示范村。为组织好
示范村的建设，日前市美丽乡村建设领导小
组办公室下发通知，对示范村的规划建设、
监督审计、考核奖补等提出了明确要求。

据了解，今年的市级美丽乡村示范村
既兼顾了不同的区域，也注重了向绣江河

“风韵水乡”、省道321线“生态家园”、章莱
路“魅力古村”三条精品示范线路集中，实
行连线成片打造，切实发挥典型带动作用。
通知要求各镇（街道）和示范村要科学编制
建设规划和实施方案，全面实行工程项目
招投标制度，各类工程项目要通过市级或
镇（街道）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统一组织招
投标，9月底之前，确定的各类工程项目要
全面完成。要注重历史文化古迹的保护，对
于历史文化名村和传统村落，要秉承“修旧
如旧”理念，保持特有风格。

为调动各镇（街道）、村居的积极性，确
保建设效果，今年章丘市财政将列支专项
资金，对示范村的进村道路及村内街道硬
化、自来水村内主管道安装、湾塘整治及排
水排污设施建设、路灯安装、村庄绿化美
化、文体广场和文化墙等公共基础性设施
项目进行奖补。示范村各类工程项目实行
先干后补，年底前根据工程项目的投资总
额，按照一定比例奖补。经确认列入奖补范
围的工程项目，安排专业审计机构推进情
况全程跟踪审计督导，通过审计的工程量
和投资额作为对示范村奖补的依据。

章丘评出29个

美丽乡村示范村

本报5月28日讯（记者 邢振宇） 5

月24日，文祖镇三德范乡村儒学讲堂成立。
章丘市将以设立乡村儒学讲堂为契机，

进一步挖掘整理章丘的传统文化资源，依托
镇街综合文化站和村文化大院的设施设备、
人员队伍、服务网络，扎实开展乡村儒学讲
堂建设，积极推进儒学进社区、进乡村，更好
地服务基层群众。同时，也希望社会各界继
续关心章丘文化事业的发展，给予更多支持
和帮助，共同促进章丘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据了解，近年来，为更好地传承发扬传
统文化和保护挖掘历史文化，三德范村成
立了三德范传统文化研究学会，下设书法
协会、庄户剧团、民俗研究等机构，定期开
展各项活动，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修改
制定了新的《三德范村规民约》，邀请儒学讲
师每周义务为广大村民讲授儒学。同时先后
投资近30万元，在通屏路设立了文化墙，并
在河道两侧设置音箱，每天定时播放国学经
典和歌曲，让村民在耳濡目染中接受教育。

三德范村成立

乡村儒学讲堂

本报 5月 28日讯（记者
邢振宇） 26日，章丘市

委书记江林带领国税、地税、
财政等单位和部门到部分镇
街、明水经济技术开发区调
研财税工作。

“目标要更加明确，确保
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江
林一行来到普集镇，实地察
看了重型锻造、惠信实业公
司，详细了解了企业的运行
情况，督促企业加快发展，足
额纳税，为全市经济做出贡
献。座谈会上，江林详细了解
了普集镇财税完成情况和下
步措施。他指出，普集镇是老
工业镇，拥有众多各种类型

的工业企业，要立足于现有
企业，强化措施，深挖潜力，
毫不放松地抓好财税工作。
地方党委、政府要明确主体
责任，主要负责人要经常过
问，分管领导要盯上靠上，充
分发挥国地税和财政的积极
作用，形成工作合力。要将总
部经济牢牢抓在手上，积极
引入税源企业，盘活闲置用
地，引进新企业、新项目，形
成新的增长点。坚持抓大不
放小，拓宽增收渠道，确保时
间任务“双过半”。

随后，江林一行来到利
民制药、大汉建机，与企业负
责人详细交流，了解企业生

产情况和问题。在听取了明
水街道财税完成情况和下步
打算后，江林说，目前，经济
形势严峻，任务压力大，一定
要以积极的态度，攻坚克难的
信心和勇气，承担起我们应该
承担的责任。明水街道有责任
有义务在困难面前发挥好骨
干龙头和带动示范作用，千方
百计抓税收，为全市经济社会
发展做出贡献。要抓紧抓好骨
干企业，帮助企业化解危机，
摆脱困境。要坚持抓大不放
小，重视中小企业发展，盘活
闲置用地厂房，增加税源。

“要进一步加大措施，不
遗余力将财税工作抓紧抓

实。”在明水经济技术开发
区，江林查看了丰汇集团并
详细了解了开发区财税情况
后强调，目前，经济形势比较
严峻，任务艰巨。要牢固树立
税收意识，立足于快速增长
的基础，落实好各项政策措
施，督促企业依法按时足额
纳税。要坚持自我加压，抓大
项目，抓总部经济，搭建发展
平台，促进企业发展，形成更
大的税源支撑。国地税和财
政等部门要树立大局意识，
加强沟通协调，积极配合，深
入企业，强化征管，杜绝跑冒
滴漏，确保应收尽收，确保实
现时间任务“双过半”。

整治行动

“回头看”

为进一步巩固医疗器
械“五整治”专项行动取得
的成果，近日，章丘市食品
药品监管局曹范食药所开
展了医疗器械“五整治”专
项行动“回头看”，对整改
落实不到位、继续违法违
规经营的单位从严从重处
理，并列为重点监管对象。

本报记者 王帅 通
讯员 李大勇 摄

餐餐饮饮服服务务业业迎迎考考前前““备备战战””
食药部门发布工作方案，确保师生饮食安全

本报 5月 28日讯（记者
王帅） 2015年度高考和

中考即将开始，学子们备考
进入了冲刺阶段。近日记者
从章丘市食品药品监管局获
悉，为保障广大考生饮食安
全和身体健康，有效预防食
品安全事故发生，食药部门
制定工作方案排查饮食安全
隐患。28日，食药部门对两
所高中学校及学校附近的小
超市、小餐饮店进行了检查
督促。

据介绍，章丘市食品药
品监管局食品监管科对承担
定点餐饮单位学校食堂食品
安全管理员和驻点保障工作
人员等相关人员进行培训，

就有关工作任务和工作要求
进行讲解，明确工作职责，落
实监管责任。同时，“两考”前
食药部门开展检查巡查，由
驻点监督员对食品加工烹调
过程实行全程监督和巡查。

根据工作方案，食药部
门将进行“两考”前各类食品
安全隐患巡查，并督促定点
餐饮单位制定本单位食品安
全事故处置预案，做好全面
排查监管。考前检查工作主
要包括供餐计划安排、环境
卫生、从业人员个人卫生、食
品用料、设备容器以及食品
加工烹调全过程等各个方
面。各定点餐饮单位均签订

《高考初三学业水平考试期

间定点餐饮单位食品安全承
诺书》。

工作方案同时指出，定
点餐饮单位供应水果要现吃
现切、装，不得预先切好后放
冰箱贮存；各餐所有主副食
品都将留样，重量不少于
100克，留样时间不少于48
小时；餐具摆台时间控制在餐
前30分钟之内；食物烹饪后至
就餐前不得超过两小时；早餐
提供的牛奶应破袋煮沸后提
供，豆浆要多煮沸几次；供应
的咸鸡蛋、咸鸭蛋必须进行加
热处理后方可提供。

此外，为防止考生食用
不新鲜、不易熟的食材造成
身体不适，工作方案明确禁

止使用下列食品及其原料：
（1）韭菜、圆白菜等农药残
留相对较高的蔬菜；（2）发
芽、发青的土豆及菜豆角（包
括四季豆、扁豆、芸豆等）、新
鲜黄花菜、不明野生菌等容
易产生毒素的蔬菜；（3）河
豚、毛蚶、小海螺等以及死亡
的甲鱼、乌鱼、河蟹、青蟹和
各种贝类；（4）发酵的豆制
品。如豆豉、臭豆腐等；（5）
亚硝酸盐及胭脂红等食品添
加剂；（6）非本食堂加工的
散装馅料、肉串及散装熟肉
制品；（7）病死、毒死、死因
不明及无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的畜禽肉类；（8）过期变质
食物、“三无”产品等。

本报 5月 28日讯（记者
石剑芳 通讯员 李丽

萍） 5月21日上午，章丘市
中药材产业协会揭牌仪式在
相公庄镇小康村培训中心举
行。章丘市委副书记李文秀、
组织部部长杨高峰、副市长
杨传军为协会揭牌。

今年，小康都市农业

示范园为配合全市中药材
的推广发展，先后种植丹
参200亩，柴胡、远志30亩，
防风、白术等中药材示范
田 50亩。还种植了麦冬、桔
梗、板蓝根等共十余种中
草药。该园区计划秋后种
植牡丹、白芍、紫芍等，建
设芍药牡丹观赏园，增加

园区的观赏功能。
该村还投资400多万，

建设了1万平米智能育苗温
室，该温室集农产品、中药材
种植展示和育苗于一体，预
计 6月底建成，计划在国庆
节期间对外开放。在此基础
上，该园区还按照星级农业
旅游示范点的标准，逐步打

造新的旅游标志，加大旅游
元素的提升。

2014年开始相公庄镇
就计划发展中药材产业，多
次到其他县区考察中药材种
植项目，先后在小康、小魏李
等十余个村试行，目前该镇
中药材种植面积已达800余
亩。

建建万万平平智智能能温温室室培培育育中中药药材材
章丘中药材产业协会在小康村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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