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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日早晨，大雾弥漫，但在西
岗镇城区主干道路两侧却涌动着上
千个忙碌的身影。天气虽然寒冷，但
丝毫未能阻挡“绿飘带”志愿者的奉
献热情，千余名来自机关、镇直部门
以及村居和教育卫生、公安城管等行
业的志愿者在镇领导的带领下，集中
对城区进行清理整治。由此，西岗镇

“洁净的城市美丽的家--绿飘带”行
动拉开帷幕。

活动现场，旗帜迎风飘扬，全体
志愿者佩戴“绿飘带”，手持扫帚、铁
锹，带上水桶、小铲子、刷子、扫把等

工具，分区域对主干道路进行集中
清理整治。志愿者克服大雾弥漫等
困难，发扬不怕苦、不怕脏、不怕累
的精神，全覆盖式地开展城区环境
整治活动，对城区墙上、地面上、电
线杆上、玻璃门窗上的“牛皮癣”小
广告进行了清除；对道路沿线“三
堆两垛”及其他堆放杂物进行拉网
式清理；对沿街两侧占道经营、路
边摊点、门外摊店外店、占道停放
车辆等现象进行了规范和整治；对
全部道路环境卫生进行了彻底清扫
保洁。

清理整治活动得到了群众的拥
护和支持，新港路经营商户张大哥
喜悦的说：“电线杆上、墙面上胡乱
张贴的小广告，还有占道经营、乱
停乱放不仅影响了城镇容貌，还降
低生活环境质量，影响心情，早该
整治了，这次镇里组织行动，不仅
能引导群众自觉爱护城区环境卫
生，维护公益设施，遵守交通秩序，
还能使大伙养成文明卫生的行为
习惯。”城区广大群众对志愿者行
动纷纷表示赞赏，大家都不约而
同地参与到城区清洁行动当中，

主动清扫沿街门店卫生、捡拾绿
化带垃圾、抹洗公共设施，使城镇
环境卫生状况和城镇品质档次得
到进一步提升，收到良好社会效
果。

在谈起此次“绿飘带”志愿行动
时，该镇负责同志告诉我们，把此次
集中清理整治活动的主题定位为“洁
净的城市美丽的家--绿飘带”行动，
其主要内涵是通过加强环境卫生综
合整治、生态保护和建设，通过我们
的共同努力，把西岗城打造成为清洁
之城、生态之城、安全之城、文明之

城、民生之城，形成“生态西岗·经典
百年”的独特城市品质和品牌。”

据悉，为确保“绿飘带”行动深
入、持久开展，该镇在下步工作中，将
严格坚持整体推进、长效管理的原
则，每月组织2次此类活动，充分发挥
全体机关和镇直干部的表率作用，义
务奉献，共同参与，以实际行动促进
城市的规范管理，促进市民的环保自
觉和习惯养成，提升城市内涵，加快
城市良性发展，努力打造让本地人为
之自豪、外地人为之羡慕的美好生活
环境。 (通讯员 卓德明 孟凡坤)

数九隆冬时节，西岗大地却处处暖
意融融。连日来，西岗镇大力开展“户户
到”社情民意大走访、大调查活动，进
村、入企、入户，用调查、走访、送帮扶的
真诚实效，在西岗大地掀起一场访民
情、解民忧、转作风、促发展的温暖大
潮。

丰富载体，以“户户到”树正气。通
过干部的走访调查，可以进一步增进沟
通交流，解决一些弱势群体的生产生活
问题，让群众体会到各级的关怀和温
暖，更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

和谐，也有利于树立干部的良好形象。
12月23日，西岗镇党委、政府吹响了以
“访民情、解民忧、转作风、促发展”为主
题的“户户到”大走访活动集结号。

走访群众，了解社情民意。该镇要
求全体领导干部、全体机关工作人员
(包含第一书记、大学生村官)，调查了解
群众最关心、最需要解决的困难和问
题，重点调查群众思想困惑、基层组织
建设、干部作风建设以及医疗卫生、养
老保险、文化娱乐活动等方面情况；重
点填写社情民意调查表，编印、赠送“致

全镇广大居民群众的一封信”，为群众
办事提供方便；记好“民情日记”，群众
冷暖明细化；召开民情恳谈会，撰写调
研报告，解困释疑。

根植群众，以“户户到”接地气。民
为邦本，本固邦宁。全镇百余名机关干
部纷纷走出机关大楼，带着感情、责任
和思考到基层一线，走村居、进农户，在
老乡的家中访贫问苦；走企业、进车间，
在隆隆机器声中问计发展，以实际行动
诠释“把群众放心上、把群众当亲人”的
大走访内涵。活动开展以来，该镇560余

名镇村干部对30000余户群众进行了入
户走访联系，目前已收集意见建议2400

余条，为群众解决了诸多困难和问题。
注重实效，以“户户到”聚人气。

厚民生方能聚民心。西岗镇开展大走
访活动，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实
实在在的举措，真走访、办实事、求实
效。该镇干部带着感情走访，坚持做
到真走访、真调查、摸实底、听实情。
灵活采取工作方法，对家庭主要劳动
力外出务工的家庭，以走访宣传为
主；对家庭成员有一定文化程度的，

以填写《调查问卷》为主，有的采用“干
部问、群众答”的方式进行代填。适时
组织村居两委班子、党员代表、群众代
表等召开座谈会，了解情况、听取意
见、梳理问题，切合实际地选定亟待
解决的问题，予以重点解决，办好实
事，化解矛盾。

“不刮一阵风，常下透地雨。”丢下
车子、迈开步子，和群众面对面心贴心，
西岗镇“户户到”大走访活动在继续，凝
聚起干部群众推进各项事业快速发展
的强大动力。 （张静 孙崇文）

真走实访解民忧
——— 西岗镇“户户到”社情民意大调查活动纪实

争当全省镇域经济发展排头兵，
是西岗镇坚定不移的目标。实现这个
目标，工业是基础，是前提，是保障。
西岗镇牢牢把握作为全市重点工业
镇的定位，坚定不移地实施“工业强
镇、产业兴镇”战略，依托规划建设的

“一园、一港”发展载体，积极实施大
平台大项目大企业战略，加快工业转
型升级。

构筑一个平台。工业要持续发
展、健康发展，必须有一完善的工业
园区作为平台。我镇积极申报市政府

批准设立了9 . 3平方公里的西岗工业
园区，投资50万元编制了园区环评。
投资2000万元，完善了园区道路网络，
建设了污水处理厂，完善了供排水、
消防等基础设施，全面提升了园区承
载能力。

壮大一个产业。煤化工是西岗镇
的支柱产业。我镇坚持依托大企业、
围绕煤化工、拉长产业链、提高附加
值，积极招大引强。2013年以来，引进
建设投资4 .1亿元的重苯深加工、投资
1 .32亿元的煤气净化及非金属安全材

料、投资1 .6亿元的宏泰化工技改等过
亿元重点项目6个。1-10月份，盛隆公
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81 . 8亿元，预计
全年实现101亿元，实现滕州乃至枣庄
百亿企业集团零的突破。

建设一个港口。有一个港口是几
代西岗人的梦想。这个梦想正在逐步
变为现实。投资7 .5亿元的铁水联运盛
隆港项目前期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可研报告、详细规划、环评、洪评等已
经完成。航道建设被纳入《山东省内
河航道与港口布局规划》中的“二级

航道”，省交通厅将投资4 . 4亿元进行
航道建设，预计明年就能开工。港池
建设被纳入枣庄港“一港四区六大作
业区”发展规划，待《枣庄港总体规
划》被省政府批准后，盛隆港项目即
可申报立项。

发展四大板块。坚持多元发展，
重点发展机械制造、新型建材、新能
源、服装加工四大板块产业，预计全
年新发展民营企业60家，初步形成了
以煤化工为龙头，多元产业共同发展
的产业支撑格局。

工业强则镇强，工业兴则镇兴。
今年在经济形势较为严峻的情况下，
工业保持了稳中有进的良好发展态
势。预计全年主要经济指标可实现

“四大突破”：生产总值突破70亿元，达
到71亿元，增长15%；地方财政收入突
破5亿元，达到5 . 3亿元，增长17%；固定
资产投资突破20亿元，达到22亿元，增
长17%；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 .5万元，
增长19%。西岗镇工业强镇、工业大
镇、工业重镇的地位进一步稳固。

（张静 范明）

转型崛起满眼春
——— 西岗镇工业经济势头强劲

今年以来，西岗镇把提高干部群
众的思想素质放在首位，开展了以“社
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
德”为核心的“四德”教育活动。

该镇通过编印《“四德”工程宣传
手册》、制作《四德歌》宣传磁带等进行
宣传，在镇村开展 “洁净的城市美丽

的家”绿飘带行动、“西岗道德大讲堂”
等文明素质提升工程，营造文明氛围。
各村结合实际，开展了“十佳好婆婆”、

“十佳好媳妇”等评选活动，在各村建
立“善行义举”四德榜、“四德”工程宣
传栏、宣传一条街，与每个家庭签订

“四德工程”个人责任状、《家庭赡养协

议书》，让村民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教
育；各部门、企业也都设立了“善行义
举四德榜”，通过身边的榜样，引导大
家“积小善为大善”、“积小德为大德”，
在单位上做一个好职工；在学校内开
展“孝亲教育”为核心的四德教育，培
养学生孝亲感恩的优秀品质，该镇两

河小学、清泉小学通过发出孝亲感恩
倡议、诵感恩诗文、表演感恩操、文明
礼仪规范等形式，唤醒学生们的爱心、
善良与社会责任感。

目前，该镇已有82个村居、部门、
企业、学校在显要位置建立了“善行义
举四德榜”，上榜率达80%以上，通过让

凡人善举登台亮相，充分展示个人品
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方
面涌现出的先进典型、好人好事，进一
步激发了人们“求真、从善、尚美”的道
德追求，使社会正气、道德正能量落地
生根、开花结果。

（孟凡坤 王峰 刘艳霞）

“四德”新风传播文明正能量

今年以来，为全面掌握辖区内新
居民的结构状况，加快推进精细化管
理，提高新居民管理的针对性和精准
度，西岗镇从基础信息、人员分类、卡
片上墙三个方面积极做好新居民分类
管理工作。

以信息登记为基础，夯实精细化
管理基石。该镇在开展新居民集中清
理清查、新居民信息资源共享、新居民
学生调查摸底等活动的基础上，组织
新居民协管员对辖区内的新居民基础
信息、企业基本信息等进行排查摸底。
截至 1 2 月 1 6 日 ，全 镇 新 居 民 在 册 数
1 8 1 5人，其中男性 9 5 2人，女性 8 6 3人；
已办理居住证1 7 5人，未满1 6周岁儿童
165人。

以人员分类为依托，提升精细化
管理水平。联合企业新居民服务管理

站对企业的用工情况、新居民从业情
况、受教育程度以及职业技能等进行
人员分类。目前，该镇新居民百人以上
企业4家，5 0人以上企业7家，5 0人以下
13家；学历大部分都是中专中职毕业，
大专4 9 6人，大专以上2 9 8人；年龄段基
本集中在20-40周岁，有1536人。

以卡片上墙为引领，深化精细化
管理内涵。以柴里煤矿玉馨小区和南
孔庄村为试点，以彩色卡片上墙的方
式，建立精细化管理社区。对重点监
控人员、调查人员、帮教人员采用红
色卡片，普通新居民采用绿色卡片，
贫 困 新 居 民 用 黄 色 卡 片 ，优 秀 新 居
民、新居民党员用粉色卡片。通过不
同颜色的卡片，达到新居民的有效管
理，为西岗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力资
源支撑。 （卓德明 李家伟）

唱响新居民精细化管理“三部曲” 城镇扩容提质聚集发展强劲动力
今年以来，西岗镇以建设滕州副中心城市

为目标，积极推动村庄搬迁整合，加快社区建
设，提升城镇档次，全面完成了城镇建设的“三
拆三建三提升”，打造了全市乃至鲁西南地区规
模最大、配套最完善、特色最鲜明的新型现代化
城镇。

“三拆”，在完成了清泉寺、南王庄13万平方
米老村址拆除复垦的基础上，又启动实施了后
寨居搬迁整合工作，仅用3天时间就完成了660户
居民的搬迁腾空，全居11万平方米旧房已全部
拆除。

“三建”，在全面完成中心城社区——— 香舍里
花园西岗三居、南王庄、商业步行街建设回迁的
基础上，新开工孙寨、小杨两处居民住宅楼和供
销社区域、西岗三居商贸房建设。社区新建面积20

万平方米以上，总建筑面积突破80万平方米。
“三提升”，城镇基础配套、特色品位和规范

化管理得到综合提升。全年投入基础设施建设

资金2700万元，完成了笃西路7公里排污管网建
设，同步推进新建社区水、电、路、气、暖等配套
工程，新建社区全部接入了城区大管网自来水；
与市华润燃气公司合作，正筹备建设一处占地
5 . 2亩的天然气输配站；同时列支600万元资金，
新上75吨/小时锅炉设备两套，实现香舍里社区
集中供暖。投资860万元，实施了主干道路提升和
沿街商贸房改造建设，按照滕州城区标准，对镇
区道路实施了高标准改造，新建、改建道路绿化
带2 . 5公里，改造人行道4 . 6公里，候车亭16个，更
换高标准铁护栏5200米，主要路口全部安装了国
内最先进的远程调控式信号灯，打造了统一规
范、整洁有序的城镇道路环境。按照欧式、现代
两种风格定位，对镇区沿街商贸房及广告牌进
行了统一改造提升，改造沿街商业门店272户，实
施欧式风格改造3 . 5万平方米，小城镇建筑特色
风貌更加鲜明，档次品位显著提升，成为西岗又
一处靓丽的城镇新景观。 （梁颖 范明）

为进一步发挥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民主监督、履职建言主体作用，凝聚社会各界力量共谋发

展，近日，西岗镇组织驻西岗两级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开展了视察调研全镇经济社会发展活动。

图为与会人员实地查看宏泰化工层析硅胶项目现场。 (通讯员 梁颖 孙崇文)

今年，西岗镇投资1200万元，按照现代和欧式两种风格，对新港路4万平方米建筑立面和广告牌统一升级改造，

使新旧城区融为一体、相得益彰。该镇还在全市率先实现了全域环卫一体化，城区实施环卫所、市政所、园林所、城管管

中队“四位一体”的城市管理模式，80%的村居达到枣庄市环卫一体化示范村标准。 (通讯员 孙崇文 李家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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