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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凯做客“中国滨州”在线访谈

优优化化营营商商环环境境，，干干部部作作风风是是核核心心
春节供电有保障

5日，国网沾化县供电公司更
换110千伏车富T线受损杆塔，确
保线路沿线居民、水库、工业用户
用电安全。春节临近，为了确保节
日期间客户用电安全，沾化供电
公司启动春节供电保障专项行
动，改造重载配电变压器、过载线
路，排查消缺线路隐患等，全面提
升沾化电网供电可靠性，保障居
民节日用电安全。 本报通讯员

董丽丽 摄影报道

优化营商环境

引进急需人才

优化营商环境，既需要
锤炼服务发展的硬功夫，更
需要提升发展的软实力。“在
这方面，关键还是在人，核心
还是在作风。”张凯表示，随
着经济社会发展，人才工作
的极端重要性日益凸显，而
组织部门作为“党员干部之
家”，承担着重要的职能。“过
去是服务党员、干部，‘两个
轮子’一起转。但现在组织部
的职能应该是党员、干部、人
才以及自身建设‘四个轮子’
一起转。”

张凯介绍，围绕优化营商
环境，立足自身职能，组织部
门做出了四项承诺，最主要的
是为引进人才提供支持。“为
抓好急需紧缺人才引进，我们
对企业全职引进的‘千人计
划’、泰山学者高层次人才给
予资金补助和奖励，最高奖励
100万元。”目前，滨州市已先
后从日本、美国、加拿大、奥地
利引进5名创新创业人才，并
成功入选“泰山学者”。有1人
于 2 0 1 3年顺利通过“千人计
划”专家评审，有望实现滨州
市自主引进“千人计划”零的
突破。“再就是为企业开展党
建工作提供帮助、为企业负责
人提供高端培训以及加强对
经济职能部门的考核。”

追求发展速度

不能牺牲环境

“习总书记强调过，组织部
门改进作风，最核心的就是坚持
公道正派。只有做到公道对待干
部、公平评价干部、公正使用干
部，才能达到‘用一贤人，则群贤
毕至’的效果。”张凯介绍，在畅
通党员干部言路渠道方面，滨州
首创“干部约谈制度”于2011年
获得十七大以来全国组织系统
十大创新特色项目第四名。“在
此基础上，我们完善了双向约谈
办法，保证干部有想法可以谈、
有诉求可以说。”

虽然近年来，滨州市各级
各部门的领导班子和广大干部
不断地更新观念，推动了全市
的科学发展、追赶超越，但也存
在“有的干部一门心思搞政绩，
违反政策破坏生态环境”的问
题。对此，张凯表示，有些干部
不能很好地处理“显绩与潜
绩”、“当前与长远”、“数量与质
量”的关系，只注重发展“快”而
忽略“好”，存在片面追求发展
速度、增长效率问题。“甚至个
别出现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
追求发展速度的问题，破了底
线、闯了红线，还受到了处理。”

近期，中组部下发了《关于
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
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明
确了考核的导向问题、完善政
绩考核评价指标的完善问题，

并且提出了加强对政府举债这
方面的考核。“我想随着《通知》
的实施，会有效地改变滨州这
种境况。”张凯表示。

“五位一体”举报网络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针对网友普遍关注的个别
领导干部作风不正、行为粗暴
等问题，张凯表示，群众提意见
是实现干部监督社会化、立体
化的发展和进步。“干部队伍作
风建设，离不开群众的监督。要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必须要
靠有力的管理监督。”张凯介
绍，组织部门作为履行干部管
理监督职能的部门，负有重要
职责。

“这种监督，重点是预防。”
为此，组织部门完善了来信、来
访、电话、网络和短信举报“五
位一体”的举报网络，对于反映
干部选拔任用和日常管理、发
展党员、基层领导班子和基层
干部工作作风方面属于组织部
门受理的信访举报，做到有访
必查、查实必处、失责必究。

同时，针对当前滨州市农
村基层组织建设存在的问题，
比如村干部作风不民主、村务
财务不透明等问题，组织部门
近年来也不断采取各种措施解
决。“我们加大了对村党组织的
帮带力度，选派‘第一书记’驻
村帮扶。截至去年12月，市派

‘第一书记’所在单位投入资金

1 . 78亿元，道路硬化288公里，
增加集体收入1453万元。”市委
常委带头开展“联村为民”活
动，12名常委帮扶72个困难村，
各县区常委也跟进帮扶了202
个困难村。

让党员亮身份

清理规范干部兼职

对干部的监督管理一直以
来都是群众比较关注的问题。
原来有一些领导干部利用职务
之便办企业、开公司、在企业兼
职，对此，张凯表示，2013年10
月份，中组部出台了《关于进一
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
职(任职)问题的意见》，要求在
摸清底子的基础上，迅速进行
清理规范。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一
个标杆，现阶段党员的作用就
应该更多体现在带领群众致
富、为群众服务、推动科学发展
上。”张凯表示，在推动党员示
范带动作用上，组织部门在加
强农村党员队伍建设、在社区
让党员亮身份，履行党员义务、
促进领导干部改进作风三个方
面做了大量工作。“目前，居住
在滨城区的10473名党员已经
主动到居住地社区党组织报
到。同时，今年第二批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即将推开，
我们将以此为契机，倾听意见、
查摆问题、密切党群干群关系，
优化营商环境。”

营商环境的优化，离不
开干部素质的提升，离不开
全社会的共同努力，组织部
门在这个方面起着非常重要
而特殊的作用。1月3日上午，
滨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张凯做客“中国滨州”在线访
谈，围绕“扎实改进干部作
风，打造高素质干部队伍，打
造一流营商环境”等话题与
广大网友进行了在线交流。

文/片 本报通讯员 王玮
本报记者 王晓霜

滨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
长张凯。

““唤唤醒醒””盐盐碱碱地地，，规规模模化化种种水水稻稻
北海经济开发区将打造万亩水稻立体种养基地

本报1月5日讯(通讯员 高
立逸 王青 樊福军 记者
王茜茜) 4日，滨州“北海稻”品
鉴会在北海经济开发区举行。

“清香适口”“绵软有弹性”，这
就是北海新区低洼盐碱地里种
出来的水稻。盐碱地上“棉改
稻”，打造万亩水稻立体种养基
地，成为滨州吨粮市建设的新
探索。

一粒粒饱满鲜亮的稻米堆
积着，手轻轻地滑过表面，是清
凉的触感，抓起一把稻米，放在
鼻间，有自然的香气。低洼盐碱
地种植水稻是沿渤海湾地区继

“渤海粮仓”计划之后一种新的
种植模式，是滨州农业的新亮
点。

“主要是看中了这里无污
染的土壤和环境。”2013年4月，
东营市仙岛农副产品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张海波来到北海经济

开发区，通过土壤检测发现，北
海新区盐碱的土壤具备种植水
稻的基础条件。张海波流转了
马山子镇下泊头村2123亩土
地，在原有农田水利工程基础
上，引小开河水源进行压碱，改
良土壤。2013年10月底，2000多
亩水稻收割，平均亩产达900多
斤。盐碱地上“棉改稻”模式成
功。

为充分利用黄河三角洲荒
碱地，调整种植业结构，北海经
济开发区将努力打造盐碱地

“万亩水稻立体种养基地”。万
亩水稻立体种养基地以红海农
场稻蟹混合种养为核心区，辐
射带动周边低洼盐碱地，形成
一种以粮食与渔业综合经营的
多层次立体化生态养殖模式。
采用“培育壮秧——— 精种水
稻 — —— 栽 插 — —— 投 放 河 蟹
苗——— 追肥高效富硒肥和有机

肥——— 物理防治虫害——— 页面
喷施高效富硒肥——— 收获”模
式，走出“发展绿色农业、引领
生活方向，种植天然大米、保障

百姓健康”的生态农业发展之
路，确保产品绿色、生态、恬然，
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改善
的双赢。

品鉴会现场，一名专家在品尝用北海稻米熬的稀饭。

滨城供电创新载体

促优质服务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服务
水平，近日，国网山东滨州市滨城
区供电公司强化服务监督，优化
服务流程，拓宽服务渠道，为客户
提供全方位、全过程、个性化、立
体化的优质服务。

在用电咨询、电力供应、优质
服务等方面提前对接、特事特办，
集中梳理客户反映的重点、难点
和热点问题，建立客户服务档案
和重要客户联络制度，切实提升
优质服务水平和客户满意度指
数。

(通讯员 张真)

滨城供电“体检”

保用电安全

本报讯 近日，为应对逐渐
变冷的天气，滨城区供电公司组
织人员前往所辖企业、社区和居
民家中对所有电力设备进行安全

“体检”，全力保障冬季用电。
针对交替季节性用电负荷

大，导致设备开关易烧毁等实际
情况，公司对电力线路、电缆接
头、变压器、配电箱、闸刀、保险等
进行认真检查，对存在的安全隐
患予以全面整治，更换了烧损设
备，确保用户生产生活用电安全。

(通讯员 张真)

阳信供电服务

蔬菜大棚种植户

本报讯 1月1日，阳信县供
电公司员工到翟王镇南商村部分
蔬菜大棚中走访用电情况。该公
司先后投资50多万元，改造该地
区10千伏配电线路11千米、低压
线路30多千米。

(通讯员 马卫巍)

阳信供电开展

冬季负荷测试

本报讯 1月1日晚，阳信县
供电公司开展设备负荷测试及夜
巡，确保迎峰度冬期间安全可靠
供电。该公司组织员工利用红外
线测温仪对负荷较大的设备测
温，提高了设备健康水平。

(通讯员 马卫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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