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聊城 5月 3 0日讯
(记者 张超) 30日，聊城
市水利局副局长马喜堂做
客“12345”市长热线，就全
市 水 利 重 点 工 作 接 听 热
线，回答记者提问。

马喜堂介绍，2018年，
全市水利系统坚持以党的
十九大精神为引领，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按
照中央和省市一系列安排
部署，围绕乡村振兴战略
和新旧动能转换，重点开
展防汛抗旱减灾、重大工
程建设、河长制、湖长制及
农 村 水 利 建 设 等 相 关 工
作。

围绕扶贫攻坚、乡村
振兴、全域水城建设，开展
了位山湿地公园、彭楼灌
区改扩建、徒骇河马颊河
滨河大道及引蓄水工程。
2018年，位山湿地公园已
经开业运营，成为一道靓
丽的生态旅游风景线。彭

楼灌区改扩建、徒骇河马
颊河滨河大道及引蓄水工
程的前期工作取得重大突
破，为尽快施工奠定了基
础，建成后，将极大提升聊
城市水资源调控能力、进
一步完善市县乡村交通网
络、改善水域生态环境。

同时，完善“一河一
策”方案编制，提升方案质
量，切实搞好“一河(湖)一
档”台账建设，建立详细的
河湖基本档案、动态档案、
健康档案；加快推进河湖
岸线利用管理规划编制，
加快划定河湖管理和保护
范围；进一步完善河长制
管理机制，推动落实河管
员，建立河道管护长效机
制；围绕乡村振兴战略，抓
好小农水重点县、灌区节
水改造，进一步改善农村
水利基础设施条件。

聊城市自2009年开始
实施“小农水”项目，2011
年首次实现8个县 (市区 )

项目全覆盖，至2017年，聊
城市成为全省唯一连续7
年保持项目全覆盖的市。
2009—2017九年间，全市
“小农水”项目共发展节水
灌溉面积200万亩，全市农
水 工 作 走 在 全 省 前 列 。
2018年，全市再次实现“小
农水”项目全覆盖。项目总
投资1 . 89亿元，计划新发
展节水灌溉面积 2 0 . 1万

亩，新建泵站42座，更新维
修机井2255眼，埋设管道
1243 . 63公里。截至目前，
临清市、莘县、高唐县、东
昌府区和东阿县已开工建
设，完成总工程量的40%左
右。2018年，除了彭楼灌区
改扩建工程外，还计划实
施位山灌区和陶城铺灌区
续建配套节水改造项目，
目前已发布招投标公告。

投资1 . 89亿元，计划新发展节水灌溉面积20 . 1万亩

聊聊城城再再次次实实现现小小农农水水项项目目全全覆覆盖盖

结合扶贫攻坚工作，聊
城市于2016年启动实施位山
灌区(沉沙池区)旅游扶贫开
发项目。工程主要包括道路
工程和旅游项目两部分。其
中，道路工程为新建主线道
路60 . 3公里、桥梁26座等。旅
游项目包括东西沉沙池约

3 . 6万亩，主要建设水上森
林、湿地、沉沙池文化中心
等。该项目道路工程已于
2017年建成通车，今年完成
了道路的景观绿化；东池内
一期旅游项目今年种植各
类苗木1000亩，一个游船码
头已建成，目前有三艘游

船；接待中心和水车餐厅主
体已建设完成，正在进行内
部装修。

目前，位山湿地公园已
经正式开业运营。随着位
山 湿 地 公 园 的 建 设 与 完
善，沉沙池区域内的交通
条件、生态环境得到极大

改善，项目周边东阿、阳
谷、高新区、度假区 4个县
区5个乡镇的22万群众将直
接受益，对于提升区域生
态环境质量，加快池区脱
贫攻坚，助力乡村旅游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记者 张超

相关链接>>

位位山山湿湿地地公公园园开开业业运运营营，，2200余余万万群群众众受受益益

立足聊城“河湖秀美大
水城、宜居宜业新聊城”的
城市定位和全市水利工程
实际，通过实施一系列工
程，将主要河道建设成为风
光秀美的景观带、协调发展
的经济隆起带、人水和谐的

生态文明带，将聊城建设成
为具有独特魅力的水文化
旅游胜地。

2018年争取率先实施徒
骇河、马颊河滨河大道及引
蓄水工程，工程规划建设滨
河大道380多公里，河道清

淤、扩挖200多公里，修建桥
涵闸300余座，打造一批河道
堤防绿化带和湿地公园。该
项目实施完成后，河道年调
蓄水能力可达到 5亿立方
米，滨河大道可以为沿线9
个县(市区)、31个镇(街道)、

129个乡村的经济文化交流
发展提供载体和平台支撑，
进一步治理水污染、改善水
生态、提升水环境、完善大
路网，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提供有效载体和支撑。

本报记者 张超

今今年年打打造造一一批批河河道道堤堤防防绿绿化化带带和和湿湿地地公公园园

去冬今春，全市大力开展农田
水利基本建设，对部分河道及乡、村
级田间灌排工程进行了整治。去年
全年发展节水灌溉面积23 . 77万亩，
年可节水1120万方。全市节水灌溉
面积达到300多万亩，占全部农田的
30%以上。实施了位山灌区年度节
水改造和东1号池、闸前闸后、一二
三干渠清淤，完成投资1 . 24亿元，有
力增强了工程输水节水能力。借助

“清河行动”，全市清理河道违章建
筑、整治违法事项3336项，有效确保
了河道堤防和防洪安全。完成了金
堤河干流桥梁改建，重建桥梁18座；
金堤河二期治理主体完工，新建改
建5座泵站、重建12座桥梁、建设堤
顶道路6 . 2公里，金堤河“过桥难、过
桥险”的问题得到根本解决；实施马
颊河清淤25 . 37公里，徒骇河、马颊
河实现了单堤全硬化，河道的生态、
防洪、交通效益显著增强。

本报记者 张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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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全市发展节水

灌溉面积23 . 77万亩

踏踏实实驻驻村村 倾倾情情奉奉献献
——— 记市工商局派驻临清市跨马营村第一书记崔尚新

崔尚新，54岁，35年党龄，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总经济师、个体私营企业协会秘书长，市派第三批第一书记。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周兆岩说：“多重身份于一人说明局领导班子对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视和对崔尚新同

志的信任。”
跨马营村卧床13年的植物人吕本太的老伴说：“崔书记驻村让我们看到希望。”
信任和希望，让崔尚新这位工商战线上的老党员振奋精神再出发，他根据跨马营村实际，在充分调研的基础

上确立了以发展杞柳产业为中心，带动村庄脱贫致富，立志把这个贫困村变成富饶的美丽乡村。

脱贫攻坚初接触
2017年6月2日，崔尚新

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扑下
身子，走家串户，访贫问苦，
与群众聊家常，了解群众关
心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经过一个多月的走访，他对
跨马营村情况摸得一清二
楚，制作了村民基本情况统
计表，录入全村村民基本情
况档案。同时制作贫困户对
接名单，局党组成员每人承
包3户贫困户，其他县级领
导干部每人承包2户贫困
户，正科级干部每人承包l户
贫困户，共计42户，实现无
死角对接。

2017年6月19日，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局长周兆岩
到村调研发现，村大队部办
公条件极差，回来后立即召

开党组扩大会议，发动市局
每个科室捐一把椅子和一
张桌子，并购置了一批电
脑、空调等价值4 . 3万元的
办公设施设备，三天后到全
部到位，直接让村大队部的
面貌焕然一新。崔尚新还把
自己为乔迁新居准备的茶
杯拿到村大队部，换掉一次
性纸杯。”村支书吕守顺说：

“这样的雷厉风行，这样的
细致，为村里办实事，让我
们村看到了希望。”

帮扶工作入佳境

驻村后，崔尚新通过抓
好学习教育，认真落实党支
部“三会一课”等制度，加强
了村党支部建设，提升“两
委”班子工作创新、致富带
富等能力。

临近2017年7月，崔尚

新发现村集体种植了七十
亩杞柳，临近收割，还没有
找到销路，村两委班子都愁
得吃不下饭。崔尚新马上给
局领导汇报，发函给济宁、
临沂工商局帮忙联系当地
杞柳加工厂家，带领村两委
和镇扶贫主任，先后到济宁
鱼台和临沂临沭两地学习
杞柳种植、管理、加工等技
术，洽谈收购问题，并达成
了收购和杞柳加工编织人
员培训协议。通过多次联系
邀请，济宁宏达工艺品公司
和泰安鸿泰工艺品公司来
村里看了杞柳种植情况。两
家公司的包销和包培训，为
村集体找到了出路。

点滴感动诉真情

崔尚新通过协调，争取
2万元资金新建村委会文化

书屋；协调电业局免费安装
一台灌溉用水井变压器；联
系企业为村委会捐赠价值3
万元的地板砖和4台电脑；
双节来临之际，为贫困户送
去大米、面、油等生活物资；
入冬后开展送温暖活动，为
贫困户捐赠棉被……

“今年我们村通过发展
杞柳种植产业，年底村集体
收入大大超过3万元，全村
42户贫困户，完成脱贫38
户，现余4户未脱贫，基本实
现脱贫目标，今天这里装运
的就是其他村购买我们的
杞柳种条——— ”3月13日，在
临清市魏湾镇跨马营村杞
柳种植基地，第一书记崔尚
新望着贫困户家庭成员忙
碌着整理捆扎、搬运杞柳枝
条装车的场景，颇有自豪感
的介绍。 (杨延辉)

5月15日，在第15届新华保险
个险渠道高峰会上，新华保险董
事长兼CEO万峰发表主旨演讲，
向公司 3 0余万个险营销员提出

“新时代风险管理师”的新定位，
要求为客户提供生、老、病、死、残
的风险管理计划，做客户全生命
周期美好生活的见证者和守护
者。

万峰指出，作为市场化风险
管理机制和现代文明的标志，人
寿保险在幼有所育、病有所医、老
有所养、弱有所扶上都可以发挥
重要而独特的作用。寿险的发展
普及，将让新时代的发展更有温
度，将让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变
得更“确定”，将让千千万万的家
庭过上更美好幸福的生活。在这
个美好的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正是推动寿
险不断前进的源源动力。

万峰强调，寿险在金融领域
具备独有的风险保障作用，新华
保险的个险营销人员要践行行业
发展理念，做一名合格的新时代
风险管理师，要为客户提供生、
老、病、死、残的风险管理计划，做
客户全生命周期美好生活的见证
者和守护者。在平时，做好客户的
风险顾问，全面评估客户每一个
阶段不同的风险保障需求，为他
们提供全生命周期的风险管理计
划；在风险发生时，做好客户的理
赔顾问，帮助客户寻找理赔的理
由，最大限度的维护客户的利益。

对照新时代风险管理师的新
定位，万峰要求营销人员要始终
心怀博爱，矢志服务大众；始终拼
搏进取，矢志实现价值；始终敬业
求专，矢志成就典范。坚持以客户
为中心、坚定目标方向、弘扬工匠
精神，发挥典范和标杆作用，塑造
业内良好口碑，在成就客户的过
程中成就自己，做客户一辈子的
风险管理师。

做新时代的风险管理师

——— 新华保险董事长万峰

向个险营销员提出新定位

市水利局副局长马喜堂做客“12345”市长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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