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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进“全国百强镇” 昂首阔步新征程
西岗镇万众振奋喜迎新春

时序更替，万象更新。值此兔
年春节来临之际，西岗镇党委、政
府，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西岗发
展的各级领导、广大党员干部群
众和社会各界人士，致以新年最
诚挚的问候和最美好的祝愿！

时间见证发展的脚步，岁月
铭刻奋斗的痕迹。刚刚过去的
2022年，是西岗镇发展进程中很
不平凡的一年。一年来，全镇上下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市委市政
府的坚强领导下，高效统筹推进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纵深
推进“工业强市、产业兴市”三年
攻坚突破行动，全镇党员干部只
争朝夕、埋头苦干，经济社会各项
事业亮点纷呈、捷报频传。

这一年，西岗镇坚定信心，持
续发力，实现了综合实力的新跨
越。围绕建设“滕州副中心城市”、
打造“乡村振兴示范镇”、加快跻
身“全国百强镇”目标，加快推进
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
化进程，不断开创了经济快速发
展、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
的大好局面，荣获“省级特色小
镇”“平安山东建设先进集体”等

荣誉称号，成功跻身“2022年度全
国综合实力千强镇”榜单，位列第
93位，居全省第四、全市第一。

这一年，西岗镇科学谋划，锐
意创新，开启了转型发展的新局
面。始终坚持“大抓工业、抓大产
业”不动摇，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带
动和园区集聚作用，集中精力谋
划实施了一批事关长远发展的大
项目、好项目。总投资12亿元的华
电200兆瓦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
目、总投资57亿元的100MW先进
压缩空气储能示范项目已成功签
约并顺利推进。

这一年，西岗镇牢记宗旨，惠
民利民，满足了群众生活的新期
待。始终牢记为民服务宗旨，在全
镇范围内开展了河道沟渠、农田
排水系统排查清理整治工作，彻
底解决汛期排水不畅的安全隐
患。聚焦持续提升群众的满意度，
重点实施城镇排水、供热、燃气和
农村电网改造提升等工程。深入
开展“‘西’心服务 ‘岗’好有你”
大走访活动，以实际行动赢得了
群众满意。

这一年，西岗镇凝心聚力，全
面推进，开启了乡村振兴的新征

程。聚焦聚力乡村振兴，积极补短
板、强“三农”，探索新路径新模
式，加快推进现代高效农业和农
业产业化创新突破,强化农业重
点项目建设。强力推进智慧农业
产业园建设，依托九龙湾湿地公
园，加快打造集农业示范、科普教
育、休闲度假于一体的“九龙湾农
旅融合示范产业集群”。

征程万里风帆劲，勇立潮头
又一年。成绩的取得，是西岗镇坚
定不移地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执行党中央路线的结果，是西
岗镇正确坚持市委、市政府坚强
领导的结果，是全镇各级党组织、
广大干部群众振奋精神、抢抓机
遇的结果。在此，西岗镇党委、政
府，向辛勤工作在各条战线上的
党员、广大干部群众、各界朋友，
表示衷心的感谢，致以崇高的敬
意！

青松寒不落，碧海阔逾澄。
2023年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的开局之年，西岗镇将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全面学习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市委市政府
的坚强领导下，努力实现“全国百

强镇”争先进位，持续走在全市镇
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第一方阵，凝
心聚力重点抓好五个方面的工
作。

一是深化强工兴产，振兴实
体经济。坚持“大抓工业、抓大产
业”不动摇，聚力推进产业智能化
改造、数字化提升、链群化集聚，
全面夯实高质量发展的稳固基础。
加大新材料产业基地建设进度，盯
牢新能源产业体系，努力打造百亿
级新能源产业基地，协调高端装备
产业项目签约落地，推动全市高端
装备产业链完善。

二是靓化城市风貌，促进产城
融合。以“规划先行，多规合一”为
引领，明确“产城融合、产港融合、
港城融合”发展路径。突出“完善功
能、做优环境”两个主题，加快中心
城建设，优化城市印象，用好“社会
综合治理数字”管理平台，聚力推
动城市管理能级向“高”攀升。

三是强化引领扶助，助推乡村
振兴。坚定不移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加快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以突
出“带富能力”为目标，加大村居干
部培养力度。组织帮包领导深入研
究，积极找准村居发展资源和优

势，理清发展思路；深入实施新一
轮三年强村行动计划，下大力气打
造一批省级美丽乡村、经济强村。

四是优化民生事业，守好一排
底线。持续聚焦民生福祉，切实办
好民生实事。结合“提升满意度”工
作，摸透社情民意，切实解决群众
的烦心事、闹心事。抓好沿街商户
管理，建立联合执法机制，完善长
效管控机制。开展新时代文明实
践活动，倡树美德健康生活方式，
持续巩固美丽宜居乡村建设成
果，不断提升群众满意度和获得
感。

五是聚力强基固本，加快转
变作风。持续加强思想政治建设，
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核
心，创新学习宣讲形式，让党的二
十大精神在西岗落地生根。突出抓
好基层党组织重点工作，进一步建
强村级班子，实现村村都有强书
记。深入实施“强村”行动，组织专
门力量，深入挖掘可利用资源。巩
固扩大干部思想能力作风建设成
果，推动工作“项目化”，用项目实
效衡量干部作风，进一步推动提
作风、优环境、促发展。

(范明 夏令国)

西岗镇开展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理论宣讲活动

西岗镇开展惠民义诊志愿服务活动
为进一步提高群众健康水

平，1月6日，西岗镇在孙庄村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惠民义诊志愿
服务活动。

北京同仁堂专家、枣庄科技
职业学院副教授孙作乾应邀坐
诊。活动中，孙作乾教授通过望闻
问切等中医诊疗手段，对群众健

康进行辨证诊治，根据情况现场
送药，并由医护人员给予详细的
用药指导，耐心教导药品使用方
法，将义诊活动的效果落到实处。

本次活动共计接待群众健康
咨询420人次，免费发放惠民药品
360份，有效保障了群众健康安全
过节。 (谢官宏 任召浩)

打好疫情防控“组合拳” 为群众健康保驾护航
近日，西岗镇优化疫情防控

措施，多措并举，全方位打好疫情
防控“组合拳”，最大程度保护群
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调整医院布局，确保群众就
医方便快捷。为更好地满足群众
多层次、全周期的健康服务需
求，西岗卫生院先后投资200余
万元，在镇驻地建设完成了规范
设置有预防接种数字化门诊、老
年查体中心等的公共卫生服务
中心。同时，加快推进儿童预防
接种、老年人新冠疫苗接种工
作，让居民在“家门口”享受到

“一站式”服务带来的便利。
提升救治能力，确保轻症患

者及时救治。为保障就医需要，

卫生院对部分科室提升扩容，调
整改造。规范设置发热诊室，增
设临时输液座椅，开辟专门通道，
方便发热患者就诊、取药、治疗，
避免交叉感染。加强对医务人员
的培训力度，提升诊疗水平，确保
轻症患者能够得到及时医治。

聚焦重点人群，确保重点人
群健康安全。积极开展重点人群
健康调查，倾力守护群众健康安
全。对独居老人、有基础疾病老年
人，免费发放退烧药，时刻关注就
医及生活需求，建立24小时值班
制度，提升床位救治能力至170
张，以满足激增的老年患者就诊
需求。

完善物资储备，保障疫情防

控和临床需求。为保证疫情防控
和临床需求，指导卫生院、辖区药
店根据实际需求，积极协调购进
抗原检测试剂、消杀药物、退烧
药物等，尽最大可能保障群众需
求。加强医务人员后勤保障，积
极引导退休医务人员、青年医学
大学生报名参与到志愿服务工
作中。

加强宣传引导，营造良好社
会氛围。采取“线上线下、动静结
合”的方式，充分利用微信公众
号、微信群、抖音等平台推送科
普防护知识，做好疫情防控正面
宣传和舆论引导，营造群防群
控、人人参与的良好社会氛围。

(王珍 黄莉)

关爱儿童 爱心伴成长
西岗镇开展第十一届爱心包裹发放活动

为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 , 1月 1 0日，西岗
镇 在 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 所 开 展
学 习 贯 彻 党 的 二 十 大 精 神 理
论宣讲活动，部分村居群众代
表50余人参加活动。

宣讲会上，滕州市委讲师
团成员、市委党校工作处副主
任 蒋 廷 阁 围 绕 党 的 二 十 大 的
主题和主要成果、坚持党的全
面 领 导 和 全 面 从 严治党 等 方

面，对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新思
想新论断、作出的新部署新要
求作了全面系统深入的宣讲。

此次活动，与会人员纷纷
表 示 要 将 学 习 贯 彻 党 的 二 十
大精神落实到实际行动、具体
工作中去，为西岗镇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奋进社会主义现
代化新征程作出新的更大的贡
献。 (范明 王兴智)

嘘寒问暖显爱心，雪中送炭
见真情。1月9日，西岗镇开展第十
一届爱心包裹发放活动，团委、学
区负责同志、“青年文明号”志愿
者为西岗镇30余名困境儿童送去
了“暖冬包裹”。

活动中，志愿者们为孩子们
送去了装有防疫、学习等物品的
爱心箱，切实帮助他们解决生活

和学习上的实际问题，同时鼓励
孩子们要坚定信心，树立远大的
理想信念，保持积极乐观的生活
态度。

此次活动，丰富了困境儿童
的精神文化生活，让孩子们感受
到了党委政府的关怀和温暖，营
造全社会关心关爱困境儿童的浓
厚氛围。 (任召浩 满媛媛)

西岗镇为困难妇女儿童发放“防疫健康包”

近日，西岗镇组织巾帼志愿
者深入到村居，为困难妇女儿童
送上含有医用口罩、体温计、消毒
用品的“防疫健康包”和新年台
历，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巾帼担当。
镇妇联全面落实结对帮扶和基层
妇联执委联系群众制度，组织村
居妇联主席、执委和“爱心妈妈”

等，通过上门走访、电话联系等方
式，关爱困难妇女儿童和老弱病
残等群体，及时了解她们在生活
和防疫方面的困难，引导广大家
庭树立“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
第一责任人”的观念，提高自我防
护能力，落实个人和家庭责任。

(王兴智 梁颖)

连日来，西岗镇科学决
策，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工作。1月9日，在
西岗镇60万平方米安置区
(香舍里四期)重大项目施工
现场，到处是火热的建设场
景。施工人员在确保防疫要
求的前提下，抢进度、忙施
工、保质量，加快推进建设进
度，为全镇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提质提效。

(王兴智 谢官宏)

为营造喜庆祥和的
节日氛围，传承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1月11日，
西岗镇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开展了“我们的节日·
春节———‘书千联 送万
福’”文明实践志愿服务
活动。活动现场，书法家
们挥毫泼墨，书写了春联
和书法作品，为群众送去
了浓浓的新春祝福。

(任召浩 朱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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