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建引领，带来社会大平安
长清公安分局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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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曲文政

长清公安分局紧紧围绕一切
工作为了人民，不断创新发展新
时代“枫桥经验”，以“五个一体
化”为引领，以“忠诚、实力、善治、
满意、过硬”“五个公安”建设为目
标，以“十大提升行动”为抓手，推
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
体系，将公安机关的治理职能和
服务触角延伸到社区最前沿。

长清公安分局局长李立东表
示，奋进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公安
机关要切实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
的新时代职责使命砥砺前行。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长
清公安分局在日常工作中，把党
建放在首位，精心指导大学路派出
所党支部、交警大队党总支积极营
建集教育、展示、交流、践行和服务
于一体的党员政治生活中心，打造
了集合初心学堂、红色熔炉、主题
党日和政治体检四大主题的基层
党性教育新阵地、新品牌。

全年街面“两抢”零发案。“作
为基层公安机关，就要从一点一
滴做起，积小安为大安，助力平安
中国建设。”李立东说。

截至2020年12月20日，在全
国电诈案件高发的情况下，长清
区发案逆势下降7 . 85％，147个

社区（村居）实现了“零发案”。
在市公安局部署的“两盗一

骗”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小案侦
防”提升行动中，盗窃电动车案件
破案率、入室盗窃案破案率均名
列全市首位。连续12年实现命案
全破。

长清公安分局还创新打造了
104国道综合执法站，在全市率先
实现了派出所业务进执法站，并
且将人口管理、行业报备和违法
查询处理等一并整合到服务窗
口，真正实现了“一门通办”。

建成了全省首个执法服务中
心，健全“涉案物品统一鉴定等五
个统一”工作机制，让民警少跑腿，

群众少跑路；对外借势借力，通过
对接价格认定中心、邮政、银行、司
法审计等部门，实现统一出口，让
执法更规范，办案更高效。

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
2019年12月30日“e警通”推广以
来，为窗口单位分流了近三成的
业务量，窗口服务态度类投诉同
比下降8 . 3%，回访满意率达到
100%，成效明显。

长清公安分局还依托爱城市
网上“我的社区”和智慧警务小程
序App，网格员按照“1秒钟派单、
1分钟接单、1小时回复”要求响应
居民诉求，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
一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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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济南市长清区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以高效务实的工
作态度，积极作为、真抓实干，以
实际行动交出了一份人民满意
的答卷！

2020年，长清区完成建筑业
总产值304 . 78亿元，同比增长
11 . 2%；全区新建建筑节能强制
性标准执行率达100%，新增绿色
建筑51 . 3万㎡，太阳能光热建筑
一体化应用45 . 25万㎡，山东国
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六家建
筑产业化基地集体亮相第五届
山东省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新技
术产品博览会，济南长清绿色建
材智慧产业园项目开工实施，绿
色建筑产业逐步壮大。

城市更新提升品质。区住建
局积极推进棚改旧改，2020年，实

施了长清区矿机厂地块棚改项
目，全面完成征收拆迁和回迁安
置任务；圆满解决延迟多年的长
清区木材厂片区棚户区改造回迁
安置问题。推动实施安置房建设
及市政配套设施建设，东王、东北

关等城中村改造回迁安置房竣工
并分房。

市政建设成效显著。2020年，
长清共新建续建市政道路16条。
民生福祉持续改善。区住建局全
面做好住房保障工作，2020年，区

获批的5个新建租赁住房试点项
目已开工4个，新建705套租赁住
房；为53户家庭递补了公租房，为
147户城市中低收入家庭发放了
租赁房补。

城乡融合扎实推进。2020年，
全区排查并实施71户农村危房改
造，累计完成2803户农村危房改
造和4489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住房
安全等级评估鉴定。全面完成“厕
所革命”任务，对10个街镇、539个
村庄、78378户农改厕实施整改提
升。生态环境更加宜居。2020年，
克服重重困难，圆满完成全区112
个村、26839户气代煤改造任务，
基本实现区平原地区冬季清洁取
暖全覆盖。

为切实保障医保基金安
全，严厉打击医保欺诈骗保行
为 ,按照市医保局医保基金监
管要求和长清区局党组工作安
排，近日，济南市长清区医保局
对长清区人民医院、长清区中
医院开展突击夜间夜查。

检查组由医保中心主任带
队，瞄准“挂床住院、冒名住院、
信息不及时上传”等医疗保险
违规违约问题，既在护士站现
场调取住院人员信息，掌握住
院人数，抽取住院病历，同时直
接进入病房逐个清点人数，核
查病人的身份信息，床头卡、病
历，逐一询问治疗情况，查看治
疗痕迹，全面掌握诊疗行为真
实性、用药检查合理性等，确保
行动不留死角。此次夜查共检
查2家区级医院300余名患者，
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区医保
局将重点约谈问题医疗机构主
要负责人，对违规违约医疗行
为，依照医保规定严肃处理。

下一步，长清区医保局将
继续加大打击欺诈骗保的检查
力度，实现突击检查、随机抽查
常态化，并强化与公安、卫生健
康、市场监管等部门的协调配
合，出重拳、严惩处，坚决斩断
伸向医保基金的“黑手”，进一
步规范了医疗机构服务行为，
营造全社会关注并自觉维护医
保基金安全的良好氛围。

（通讯员 林哲）

长清区医保局

突击夜查定点医院

积极作为真抓实干 高效务实展示风采

长清区住建局交出满意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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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三牛”精神，崇尚实干真干
长清区第三初级中学选出十位楷模教师

济南市长清区第三初级
中学启动“弘扬三牛精神，崇
尚实干真干”推选身边孺子
牛、拓荒牛、老黄牛活动。经
过层层推荐，逐级评选，2021
年初，长清区第三初级中学
推选出2020年度“践行三牛精
神，崇尚实干真干”十大楷
模。牛人们气度和见识兼备，
才能与业绩辉映。

征途漫漫，惟有奋斗。
2021年，长清区第三初级中
学将在党支部书记、校长孙
广益的带领下继往开来，革
故鼎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牛”转乾坤，在教书育人的
主战场续写更加波澜壮阔
的新篇章！

段秀芹：踏实
认真是她的工作态
度，率先垂范是她
的一贯作风。她的
心田摇曳着春天的
花蕾，她的眼眸放
飞起梦想的期待。
一路走来，无论经
历多少困难，她都
甘之如饴，无怨无
悔！

张延辉：寒来
暑往十五载，他用
音符放飞希望，用
旋律传递梦想，用
教师独有的爱心与
执着，兑现着对教
育事业的庄严许
诺。他一路拼搏，一
路收获。

张以国：他用
最专业的数学语言
为学生答疑解惑，身
体力行示范着有规
有矩才能成就方圆。
他扎根学校，与学生
朝夕相伴，用实际行
动践行着做有温度
的教育理念，诠释着
精彩的教育人生。他
的行为美，他的精神
更美！

刘桂爱：披星
戴月，为学子，奔波
不歇。三尺讲台，传
道授业，保留几何。
二十年功名不求，
语文课连结硕果。
孺子牛，粉尘催人
老，不淡薄！教育
情，更浓烈。

金玲：她每天早
上不到六点就进入
教室，晚上等值班老
师进入教室后再走。
无论寒暑，风雨无
阻。上课时，她严谨
细致、耐心讲授；无
课时，她会在教室里
默默陪伴着孩子们。
她用智慧和执着、严
谨和爱心赢得了学
生们的爱戴。

王希磊：他用
真诚打动学生的
心灵，用热情点燃
学生的激情。他爱
岗 敬 业 、严 于 律
己、勤勉踏实、顾
全大局。他团结同
事、关爱学生、教
学 有 法 、成 绩 优
秀。

杜晶：三十个春
夏秋冬，她在平凡的
岗位上默默耕耘。三
尺讲台，挥洒着她无
悔的人生。这不停的
脚步来自责任的动
力，奉献的情怀源于
心底对学生的爱。

“踏踏实实做事，认
认真真育人”，她用
实际行动践行着自
己的誓言，也换来了
桃李满园。

郭莉：她用爱
浸润每个孩子的心
灵，践行“润物细无
声”的无痕教育。课
间常看到学生对她
围追堵截，她把看
似枯燥的知识绘成
最美的风景。她说：
我不聪明，但我努
力；我能力有限，但
我勤奋！

颜娜：她临危
受命，勇担重任，狠
抓落实，成绩斐然。
她勤奋努力，始终
保持慎终如始、戒
骄戒躁的清醒头
脑，始终保持不畏
艰险、锐意进取的
拓荒牛韧劲！她从
教的准则是：理想
就在岗位上，信仰
就在行动中！

冉凡洪：疫情就是命
令，防控就是责任。从新冠
病毒阻击战号角吹响那刻
起，他便以高度使命感、责
任感坚守岗位，践行着一名
安全人员的责任和担当。离
去的是他忙碌的身影，留下
的是全校师生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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