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清风风吹吹拂拂““廉廉””花花香香
——— 西岗镇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纪实

“党风廉政建设是经济发展的助
力器，抓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就
为经济建设撑起了一把‘保护伞’”。
这是西岗镇实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制所得出的体会。在过去的一年中，
西岗镇把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工作
放在突出位置，将其作为推进反腐倡
廉建设的重要抓手，作为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
障，围绕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中的难
点，紧紧抓住工作重点，不断强化工
作措施，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工作。

清风 吹绿廉政的春天
西岗镇坚持把反腐倡廉宣传教

育作为拒腐防变的第一道防线，努
力构建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阵
地，大力营造党风廉政宣传教育氛
围，一个党委统一领导、纪委组织协

调、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广大干部群
众积极参与的“大宣教”工作格局全
面形成。

今年，该镇提出了廉政教育的重
点内容是：《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
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
纲要》、《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
若干规定》、《农村财务管理规定》等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方面的文
件。一是在镇机关每月组织观看一
部反腐倡廉电教片。用真实的案例
来教育党员领导干部，达到以案明
纪，引以为戒的目的，做到防微杜
渐，警钟长鸣。据统计，3865名党员、
干部观看了专题片。为在全镇营造
良好的反腐倡廉社会氛围，该镇坚
持把“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思想
寓于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宣教活

动之中，先后向领导干部发廉政短
信息3批(次)4000多条，组织各类廉政
文化培训班22场(次)、演讲会3场(次)、
专题讲座9场(次)，组织观看正反典
型教育电教片67场(次)，群众受教育
面达到90%以上。

警钟 涤荡心灵的尘烟
联系实际，在建立健全相关制

度和办法上下功夫。按照《市纪检监
察工作要点》要求，结合全镇实际情
况，从规范人、财、物等重要管理制
度入手，扎实开展“三资”清理清查
工作，着眼于摸清“家底”，目前，全
面掌握了全镇72个村居的所有“三
资”现状；并建立完善了“三资”管理
制度，大大提升了全镇集体“三资”
管理的水平，使各项制度建设同反
腐倡廉的要求结合的更紧密。此外，

结合全镇实际，年初，对近几年陆续
出台的一系列规范领导干部廉洁自
律的制度办法进行了梳理，重新制定
了《机关干部工作制度规范(试行)》,在
先后两次征集意见、修改的基础上，
目前已下发实施。

利剑 捍卫正义的尊严
坚持以人为本，关注民生，坚决

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把
纠风工作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
过程，这是该镇党风廉正建设的又
一抓手。通过这个抓手，实现了纠风
工作由标本兼治、纠建并举的转变，
形成了“纠正-评议-建设-改革”相
结合的工作机制。

今年5月9日，在全镇镇村干部大
会上由纪委书记组织学习了董沂峰
书记在全市解放思想大会上的讲

话，邀请了天津市领导科学研究会
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兼职教授毛
元生教授为全体机关干部进行了授
课。结合培训，全镇围绕“优化经济
发展环境建设”这一重点工作，召开
动员会，成立了机构，制定了工作方
案，并按照阶段工作任务进行落实。
健全了效能投诉网络。采取了有奖
投诉、24小时电话投诉等方式，充分
发动广大群众，及时发现各种损害
机关形象、破坏投资环境等各种“不
作为、乱作为”行为。

如今，清新的“廉政之风”沐浴
着全镇基层党组织，演奏和谐的旋
律。基层党风廉政建设，为全镇营造
了一个风清气正的发展氛围，有力
促进了全镇经济社会更快更好发
展。 (张静 范明)

西岗镇荣获

““全全省省首首批批百百强强建建设设示示范范镇镇综综合合考考核核””第第三三名名
12月16日，按照省委、省政府

的要求，省城镇化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下发了《关于2012年度全
省“百镇建设示范行动”考核情况
的通报》，按照财政系数占50%、人

口系数占30%、考核系数占20%的
比列进行综合排名，西岗镇在百
强镇中，脱颖而出，在全省乡镇排
名中获得第三名佳绩。

西岗镇坚持以新型城镇化为

引领，以示范镇建设为抓手，围绕
建设滕州副中心城市、争当全省镇
域经济发展排头兵目标，大力实施
镇驻地中心城、煤化工工业园、公
铁水联运港口“一城一园一港”发

展战略。2013年地方财政收入5 .6亿
元，增长25.03%；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79 .8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突破1 .5

万元，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又好又
快发展。 (孟凡坤 张静)

千千亿亿斤斤粮粮食食项项目目助助农农增增收收
临近春节，天气虽然寒冷，

却挡不住千亿斤粮食施工的进
程，挖沟、铺设PVC节水管道，
一切都在高标准、高质量按照
规划有序进行。

千亿斤粮食工程项目落户
西岗镇后，该镇高度重视，广泛
征求各方面意见、建议，成立领
导小组，明确责任分工，保证每
个村、每个生产建设项目都有

专人负责督导、协调，明确各村
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做到严
要求，抓落实，保质量。该镇对
工程量进行了严格把关，落实
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投标制、工
程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实行
业主、监理、专家、群众多方监
督。确保这项惠农工程能使广
大群众真正得到实惠。

此次“千亿斤粮食工程”项

目涉及西岗镇辖区内 2 0个村
居，项目面积达2 . 4万亩，受益群
众26000多人，该项目设计修建
砂石田间机耕路27 . 9公里，新挖
排水沟58000米，铺设地下电缆
7 8 0 0 0米，铺设低压灌溉管道
90000米，涵洞220个，栽植大叶
女贞5600株，新打砂管井数量
365眼，配套潜水电泵305台(套)，
配套机井保护池165个，电缆控

制柜305个。项目竣工后，将使西
岗镇近2 . 4万亩农田的基础设施
得到完善，对维持区域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据
测算，预计每年可稳定增产90

公斤/亩，年增产粮食216万公
斤，比项目实施前新增效益256

万元，可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孟凡坤 卓德明)

全全市市首首家家农农民民专专业业合合作作社社联联合合社社在在西西岗岗镇镇成成立立
近日，西岗镇“鑫田”万亩

粮蔬种植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在滕州市工商部门完成正式登
记注册，成为全市第一家农民
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据了解，该联合社是由舜
耕粮蔬专业合作社、正义蔬粮
专业合作社、子园家庭农场等7

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共同发起
成立，注册资本500万元，以蔬
菜、粮食作物种植、加工、销售
为主要经营内容。联合社的成

立，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整合资
源、降低经营成本提供了典型
样板，对于各类农业经营主体
抱团闯市场，推进农产品质量
安全，做大做强蔬菜产业和品
牌起着积极的示范推动作用。

该镇参照扶持农民专业合
作社有关办法，制定扶持联合
社优惠政策，在基础设施建设、
购买生产设备、仓储上予以资
金扶持，积极搭建社银纽带，协
调农商银行开通信贷“直通

车”，优先办理抵押贷款，进一
步盘活农村土地资本，推进产
权抵押范围由基本农田向农村
建设用地、宅基地、林权、水权
延伸。引导扶持种植大户、合作
社等创办农业龙头企业，延伸
农产品加工链条，推进产业发
展由单一种养生产环节向农产
品深加工等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延伸。同时，积极探索土地流转
从合作社扩大到种养大户、家
庭农场和联合社等新型农业经

营组织，推进“三农”资本注入
由土地抵押融资向吸纳工商、
城市等社会资本延伸。

目前，全镇累计流转土地
3 . 62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57%，
有12个村实现了整建制流转，
发展土地合作社、专业大户、家
庭农场等规模经营主体73家，
为7家试点合作社办理土地使
用产权抵押贷款3680万元，现
代农业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主
阵地。 (梁颖 李家伟)

“四加强”
确保节日安全

春节将至，为确保全镇广大
群众过一个安全祥和的春节，西
岗镇加强安全监管，确保节日安
全。

联合交警、交通、派出所、城
管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安排
执法车辆严格执行每天上路检查
制度，加强对车辆非法营运、违规
超载行为的处罚与打击力度，确
保行车安全。以个体经营门店、超
市、农贸市场、食品批发门市为重
点，对流通环节食品安全作为监
管的重点，对肉制品、奶制品、粮
油市场进行拉网式排查，坚决查
处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确保
食品安全。对辖区所有烟花爆竹
经营点进行全面检查，会同相关
职能部门从生产、销售、储存、运
输等各个环节入手，严厉打击非
法从事烟花爆竹经营活动的行
为。认真落实 2 4小时值班制度和
领导在岗带班制度，加大隐患排
查力度，认真做好防盗、防火、用
水、用电、取暖等安全工作，确保
节日期间各项工作正常运转。

(通讯员 卓德明 李家伟)

城郭河湿地晋升

为省级湿地公园

近期，西岗镇城郭河湿地公
园总体规划顺利通过山东省专家
组评审，晋升为省级湿地公园。

城郭河湿地公园占地 7 8 9公
顷，是河流湿地与人工湿地复合
类型，其中湿地面积303 . 8公顷，湿
地率3 8 . 5%，湿地生态类型多样，
植被丰茂，生物资源丰富，自然景
观独特，属于典型的湿地景观带，
具有很高的保护、科研、利用价
值。评审专家一致认为城郭河湿
地公园《总体规划》指导思想明
确、功能定位准确、生态保护理念
突出、设计依据充分、功能区划合
理、投资估算较切合实际，实施后
将对当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建
设生态文明起到重要的促进作
用。

西岗镇把城郭河湿地公园作
为生态建设项目 ,项目建设以湿地
生态保护与修复为前提 ,以提升城
郭河入湖水质和南水北调水质安
全保障为目标。公园水域内苇蒲
荡漾、鸥骛翔集 ,两岸白杨挺拔、绿
柳婆娑 ,内有采煤塌陷湿地 ,周边有
万亩生态林 ,湿地公园风光旖旎 ,自
然风貌保持较好。特殊的地理位
置、生态环境以及多年的保护治
理 ,使其成为野生动植物比较丰富
的地区 ,规划区内主要维管植物有
69科186属281种 ,有各种脊椎动物
299种。

(卓德明 范明)

近日，西岗镇在该镇便民服务中心举办了“迎新春 送对联”活动，邀
请了国家一级书画师朱广义，中国国画家协会理事杜曙光等八位知名书
法家，现场挥毫泼墨，为群众义务书赠春联。

(梁颖 孙崇文)

西岗镇段庄村舞龙舞狮有着近百年的历史，每逢春节、元宵节等传
统节日都组织村民进行巡回表演，多年来深受群众喜爱。图为该村舞龙
舞狮队队长邱家文正在擦拭狮头准备操练，迎接新年的到来。

(孙崇文 卓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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