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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12月13日讯(记
者 于伟 ) 集中一个月时
间，济宁高新区在全区党员干
部中深入开展遵规守纪“回头
看”活动，通过学习教育、对照
查摆、整改提高，进一步增强
全区党员干部的政治意识、大
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为严明换届纪律，营造风清气
正的政治生态，以实际行动开
启全面从严治党新阶段。

济宁高新区坚持把学习教
育、对照查摆、整改提高贯穿遵

规守纪“回头看”活动始终，采取
统一部署、上下联动、不分阶段、
同步推进的方式进行。要结合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省委巡视
组巡视“回头看”整改、警示教育
活动，坚持问题导向，做到边学
边查边改，重点解决各级各部门
在加强党的建设、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严明党的纪律规矩、
遵守财经纪律、组织人事和换届
纪律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把全面
从严治党推向深入。

开展学习教育。学习内容

主要包括《党章》《中国共产党
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
问责条例》《关于新形势下党
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中央、省市委关于全面
从严治党部署要求等。

坚持原汁原味、原原本本学
习，集中讨论、相互交流，保证学
习质量，集中学习讨论时间不少
于3天。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至少要组织两次专题学习讨论
活动。党委(党组)书记要以“全
面从严治党”为主题为党员干部
作一次辅导讲座。要把“回头看”
活动与正在开展的警示教育活
动有机结合起来，丰富学习教育
内容，强化理论武装。

对照查摆问题。认真对照
党章和党规党纪，对照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的“七个有之”“五
个比如”“七个决不允许”，紧密
联系思想工作实际，深刻查摆
党委(党组)领导班子和党员干

部存在的问题，包括在党的建
设方面、在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和加强作风建设方面、在
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方面、在
遵守财经纪律方面、在遵守组
织人事纪律和换届纪律方面。

同时抓好整改提高。各级
各部门要针对查摆出来的问
题，建立整改问题台账，明确整
改标准和完成时限，要通过报
纸、电视、网络或公告栏等多种
形式，向社会公开公布，接受群
众监督和评价。

本报济宁12月13日讯(记者
于伟) 济宁高新区网格化环

境监管平台启用以来，环境案
件结案率达到100%，实现了对
电厂、砖厂、污水处理厂等的实
时监控。

走进济宁高新区网格化环
境监管平台，大屏幕上实时呈
现着包括济二煤矿、许厂煤矿
及污水处理厂等重点区域的监
控画面。其中济二煤矿的监控
画面上显示，监控的重点部位
放在堆场及出入主干道，堆场
周边建起了防尘网，每当有车
辆出入，必须要经过洗车台喷
淋设施。

“从监控画面能实时监控
企业，从源头上杜绝污染源。”
济宁高新区网格化环境监管平
台负责人谭剑介绍，包括电
厂、砖厂等在内，该平台已能
实现实时视频监控，高新区各

行业平台也已完成对接，包含
环保局的行业监管平台、建设
局的在建工地平台、经发局的
混凝土行业平台及煤矿监控平
台。

通过该平台能随时派遣环
境案件。“比如之前发现道路上
有车辆抛洒现象，我们的坐席
工作人员立即将问题派遣，问
题处理完毕后再收到反馈，环
保分局工作人员进行现场查看
确认，完成这一案件的处理。”

谭剑说，该环保平台除能主动
监测派遣环境案件，还能接收
环境问题线索，比如网格员在
工作中发现一些环境问题，就
可将问题上传至平台，然后再
进行派遣直至完成处理工作。

目前，济宁高新区网格化
环境监管平台已完成与市、县、
街道各级平台的对接贯通，视
频监控设施已安装到位并与市
级平台对接，24小时实时监测，
实现了数据的互联互通。

济宁高新区今年1257户贫
困户全部完成了脱贫手续，达
到了“两不愁、三保障”标准，
实现了2016年全区完成脱贫攻
坚任务的工作目标。

按照每年每人4200元的标
准，济宁高新区扶贫办为所有
贫困户办理了低保，比山东省
脱贫标准3402元，人均高出798
元，低保实现了全覆盖。出台
了《济宁高新区2016年农村危
房改造工作实施方案》，对78户
(修缮39户，新建39户)农村危房
进行了改造，全面完成了危房
改造工作。

同时，实现了175名有就业
创业能力和需求的贫困对象
全部就业。围绕教育扶贫工
作，对贫困家庭学生305人实行
学段资助、学费资助、保教费
资助等精准扶贫政策，共发放
补贴资金330余万元。

此外，全区共实现医疗救
助帮扶1137人次，并为全部建
档立卡贫困户购买了小额意
外保险。

目前，十项主要考核指标
全部达到脱贫标准。建档立卡
贫困户退出率100%；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26%；扶贫工作重点村退出计划
完成率100%；分类扶持措施精
准度100%;建档立卡贫困户帮
扶责任人到位率100%；市级及
以上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产业
项目完成率100%;金融扶贫小
额信贷完成55万元；行业扶贫
充分发挥新成效(教育扶贫305
人、医疗扶贫1137人次、计生扶
贫387户、民政扶贫2656人、农
业扶贫2608人)；脱贫工作群众
满意度达到98%；财政专项扶
贫资金充分发挥较好效益。

本报记者 于伟

本报济宁12月13日
讯(记者 于伟 通讯员

倪雪梅) 上舞蹈课、
学播音主持、领略中英
文绘本魅力……10日至
11日，济宁高新区科技
图书馆推出的丰富多彩
活动，让小朋友们过了
一个精彩周末。

10日，济宁高新区
科技图书馆开设低龄舞
蹈课堂，由专业舞蹈老
师亲临授课。舞蹈教室
内，伴着轻快活泼、丰富
多变的音乐，舞蹈老师
与小朋友们一起跳起

《小蜗牛》，为小朋友们
打开舞蹈艺术大门。当
日，一场精彩的播音主

持课也吸引着小朋友的
目光，北门小学附属幼儿
园的孩子们来到播音主
持课堂，从做游戏开始练
习，小朋友们逐渐由羞涩
变得敢于表现自我。

11日，科技图书馆
为小朋友们举办安妮花
双语阅读活动。伴着英
文儿歌，孩子们围成一
圈，一边挥舞彩旗一边
跳舞，现场一片欢声笑
语。老师打开绘本，小朋
友们一边看图画，听故
事，一边进行中英文的
学习和转换。双语阅读
课堂，快乐阅读同时，也
给孩子们进行了双语启
蒙教育。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东院区响应“三甲医疗服务
全覆盖工程”，日前来到王因街道仁美社区，为社区内
的居民免费检查身体，同日在王因街道刘庄社区举办

“健康大讲堂”。图为医生向一位老人问诊。
本报记者 孟杰 通讯员 李岩松 摄

本报济宁12月13日
讯（记者 于伟 通讯
员 刘峰） 济宁高新
区公安分局启动冬季治
安大巡防工作以来，保
持对各类违法犯罪的高
压态势，坚持网格布警，
实现街面巡控立体化。

济宁高新区公安
分局每天组织警力在
洸河路、火炬路、金宇
路、琵琶山路、吴泰闸
路、崇文大道、3 2 7国
道、诗仙路东延、黄王
路、济邹路全区重点路
段开展不间断巡逻，各
派出所在各自辖区开
展巡逻防控工作，坚持
网格布警，实现街面巡
控立体化。

针对巡防工作，采

取350兆对讲调度、视频
点名、车辆定位、轨迹查
询等科技手段和现场抽
查相结合的方式，加强
对巡防工作的督导检
查，依照见警率、抓获
率、巡区发案率、群众满
意率严格考核奖惩。

结合日常巡逻宣
传，防止发生影响国家
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的
重大案事件，防止发生
重大恶性刑事案件，防
止发生大规模群体性事
件，防止发生群死群伤
的重大火灾、治安灾害
事故，防止队伍内部发
生严重违法违纪事件为
中心思想，全力、全方位
强化社会面治安管控工
作。

济宁高新区开展遵规守纪“回头看”活动

对对照照查查摆摆，，政政治治意意识识再再提提升升

济宁高新区网格化环境监管平台市、县、街道贯通

在在建建工工地地扬扬尘尘可可实实时时监监控控

济宁高新区2584名贫困户有了小额意外险

保保障障之之上上加加保保险险，，想想得得真真周周到到

本报济宁12月13日讯(记者
于伟 通讯员 卞胜军) 济

宁高新区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购买小额意外保险，保障范围涵
盖意外门诊、意外住院以及意外
身故等多个方面，这个保险减轻
了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后顾之忧。

济宁高新区高新区扶贫办
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济宁分公司合作，投入扶贫专
项费用77520元，为符合条件的
2584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购买
了小额意外保险，每人保额将
达37800元。

“本次扶贫保险项目设计了
针对贫困人口的专项保险组合，
保障范围不仅仅针对贫困个人，
而是贫困家庭，这样就让整个家
庭有了保障。”济宁高新区扶贫
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虽然贫困
户已在低保等政策范围内，可
万一再发生意外就是雪上加
霜，这次为贫困户购买小额意
外险，就是要继续坚持精准扶贫
方针政策，切实减轻全区建档立
卡贫困户的后顾之忧。

“目前投保工作已全面完成，
到后期的审核、理赔等所有程序

都也将有保险公司全程服务。”该
负责人说，这样一来有效规避了
因意外事件对贫困家庭再次造成

冲击，增加了贫困家庭的保障，也
将进一步巩固扶贫成效，提高全
区贫困人口的风险保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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