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李辉 执行主编：于伟 编辑：于伟 组版：李腾 校对：孟杰

主管：济宁高新区党工委宣传部 (新闻中心 )

2017 . 8 . 18 星期五

活 力 魅 力 热 点 焦 点

总第94期 2017年第35期

E-mail : jngxqb@163 .com新闻热线：0537-3236310 h t t p : / / www . j n h n . g o v . c n /

本报济宁8月17日讯(记者
于伟) 15日，在山东香港活动周
活动期间，中国儒济医疗城项目
正式签约落户济宁高新区。

16日，济宁高新区党工委副
书记、管委会副主任刘章箭一行
代表市政府拜访了儒济医疗的合
作伙伴国泰君安、中国金融发展
(控股)、香港信宝、奥美广告、丰盛
集团等企业，就发起20亿元规模
的医疗产业基金，嫁接国外优质
医疗资源、开展儒济全球品牌推
广等方面做了达成共识。刘章箭
表示，济宁高新区将全力支持儒
济医疗城建设，争取项目早日建

成，实现地企共赢发展。
刘章箭首先对济宁及高新区

发展建设情况进行了介绍。他指
出，济宁高新区作为山东省重要
的国家级高新区之一，营商环境
优越，基础条件较好，中国儒济医
疗城项目在这里一定能实现既定
目标，取得良好发展。

刘章箭表示，济宁高新区管
委会将把儒济医疗城项目建设作
为重点项目给予大力支持，组成
专班靠上服务，解决项目推进过
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促进项目
如期建成投入使用，造福百姓。

据了解，位于济宁高新区的中

国儒济医疗城项目，规划占地面积
约2000亩，建设面积约120万平方
米，计划投资人民币100亿元。项目
以建设成为国际一流水准的高端
专科医院集群为目标，将在探索新
型医疗模式、创新有效治疗手段、
医疗人才技能培训和医疗商业保
险四个方面有重大突破。该项目是
集医疗服务、医学研发、医疗旅游、
医疗教育、医疗保险、康复养老等
功能复合的高端医疗服务产业集
聚区，打造的“医、养、研、商、游”全
生命健康服务链条完全符合我市
发展规划，对于全市乃至整个全省
都将是一个亮点工程。

中中国国儒儒济济医医疗疗城城项项目目落落户户济济宁宁高高新新区区
刘章箭拜访儒济医疗合作伙伴

本报济宁8月17日讯(见习
记者 孔茜) 16日下午，省信
访局局长王伟华率领调研组
来济宁高新区调研。市委书记
王艺华，市委副书记、济宁高
新区党工委书记石光亮，市委
常委、秘书长李长胜等陪同调
研。

调研组实地调研了济宁
高新区王因街道后岗村、黄屯
街道社区服务中心、接庄街道
信访指挥接访中心。听取信访
工作情况汇报后，调研组对高
新区信访工作予以高度肯定，
调研组指出，济宁高新区牢固
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高
度重视信访工作，主要领导亲
力亲为，亲自督导调度，各部
门紧密配合，同心协力，形成

了各负其责、运转高效的工作
格局。工作措施得力，信访档
案能做到点、面结合，整理齐
备，材料有据可查；村民信息
的分级归类，网格化管理，实
现实时掌握动态，不失控，把

“治本控源”作为根本抓手，积
极探索务实管用的好办法，从
根本上消解信访问题。狠抓贯
彻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的贯
彻落实，层层传导压力，推动
关口前移、重心下移，取得了
明显成效。调研组强调，省委
省政府高度重视信访工作，各
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创新工作
理念，形成工作合力，认真践
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聚焦重点难点，坚持抓早抓
小，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坚决维护好全省改革发展稳
定大局。

据了解，济宁高新区王
因街道后岗村作为回汉融合
村，以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民
族团结为中心，建造民族文
化馆，推行“周四说事”制度，
实现了十年零信访的良好格
局。黄屯街道社区中心通过
打造“365”服务体系，做到信
访案件的积极预防，并通过
视频接访平台，做到信访案
件的实时、高效受理。接庄街
道信访指挥接访中心设一厅
三室一站，即信访大厅、接访
室、会商室、调解室、法律咨
询站，其中，郑兆志金牌调解
室近几年先后成功调处 8 0 0
多起矛盾纠纷，调处成功率

98%以上。为做到动态收集，
实时了解、动态处理，推行实
施了“夜访夜谈”平台和微信
平台，广泛收集群众建议、诉
求，实现社会管理服务全覆
盖，无缝隙。

自去年 9 月份，济宁高
新区开始构筑“大稳定”体
系，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
维定式，以整合资源、整体
联动、便民利民为原则，强
化街道、村居、司法、公安、
综治、信访、调解等资源，重
新配置组合。其中，“视频信
访”是济宁高新区信访模式
的一个超前试行。不同于传
统的信访模式，群众若有问
题 或 诉 求 ，只 要 身 边 有 网
络，就可以即时使用语音视

频通话的方式与系统平台
联系，让上访群众不出家门
就能实时观测问题的处置
情况，既少跑了腿，信息还
更透明。为满足群众“和为
贵”的调解需求，济宁高新
区强化关口前移，把调解组
织建在群众身边。在全民推
广王因街道后岗村首创的

“群众说事室”的基础上，把
每周四确定为说事日。建立
了区、街、村三级总共1 7 8个

“周四群众说事室”，同步推
行企业、社会组织等层面 5 6
个调解结构建设，实现调解
网络全城覆盖。

高新区党工委委员、调研
员王培华，高新区管委会副调
研员楚智华参加调研活动。

省省信信访访局局调调研研组组来来济济宁宁高高新新区区调调研研
王艺华 石光亮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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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8月17日讯(记者
于伟) 16日上午，市委副书记、
济宁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石光亮在
接庄街道调研时指出，要对标先
进，真抓实干，加快新旧动能转
换，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干到实
处，努力推进高新区创新发展、持
续发展、领先发展。

在接庄街道非公党建活动中
心，石光亮详细询问了“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开展情况、非公党建
工作覆盖面和青少年活动室使用
情况，对接庄街道非公党建工作
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各级党组
织要紧紧抓住落实主体责任这个

“牛鼻子”，党组织主要负责同志
当好第一责任人，领导班子成员
坚持“一岗双责”，主动抓好分管
部门、分管领域的党风廉政建设。

在源根石化，石光亮考察了
企业展厅、生产车间及产品车间，
详细询问了企业生产经济情况、
市场占有率、品牌化发展的情况。
他强调，企业要紧绷安全生产、环
境保护这根弦，夯实安全生产基
础，强化绿色发展意识，实现更高

质量、更高效益发展。各级各部门
要主动对接，靠上服务，积极主动
帮助企业解决发展难题、排除干
扰因素，促进企业加快发展。他勉
励企业要加快技术创新，提前谋
划发展空间，加快新旧动能转换，
不断增强发展活力和后劲。

随后，石光亮来到接庄街道
王回庄社区。该社区是回民居住
区，15个月即完工建设、实现上房
入住，开创了全区少数民族棚户
区改造工作的先河，226户居民开
启了从村庄到社区的新生活。石
光亮强调，在高质量完成社区建
设基础上，要跟进做好社区配套
工程，引导各类便民设施进社区，
让社区居民少跑腿，在家门口享
受便捷、便利服务。

在接庄街道办事处，石光亮
在调研了维稳平台建设情况、听
取了街道党工委主要负责人工作
情况汇报和下半年工作打算后强
调，要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最大
的政绩”的理念，聚焦聚力党建这
一统领，要进一步夯实工作基础，
把党建工作做成品牌，党组织主

要负责同志要当好第一责任人，
发挥领导干部带头作用和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要牢牢把握争先进
位目标，把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作
为统揽发展的重中之重，广大干
部要强化服务意识，不做旁观者，
积极主动为企业做好服务，营造
更优的营商环境。要发挥临城近
郊的优势，围绕第三产业做好文
章，因地制宜调整种植结构，大力
发展物流业、服务业，提高居民收
入和生活水平。石光亮要求，要抓
好机关作风建设，牢固树立底线
思维、红线意识，时刻紧绷安全生
产、信访维稳、环保弦，全力做好
秸秆禁烧、创城工作。要学有目
标，与先进地区寻标对标、看齐赶
超。要埋头苦干、真抓实干，把各
项工作落到实处、干到实处；要提
振精气神、提升正能量、提高凝聚
力，形成齐心协力谋发展的强大
合力。

党政办公室、市政建设管理
局、社会事业发展局、接庄街道、
党工委组织部、党工委宣传部等
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调研。

石光亮到接庄街道调研

真真抓抓实实干干，，确确保保各各项项工工作作任任务务落落到到实实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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