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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米见绿，500米见园

城城区区2200余余处处绿绿地地变变““氧氧吧吧””

章丘启动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本报5月14日讯（本报记者）
12日上午，章丘市举办“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党课，全面启动章丘市“三
严三实”专题教育工作。市委书记江
林讲专题党课。市委副书记、市长刘
天东主持。

江林指出，要统一思想认识，增
强践行“三严三实”的自觉性坚定
性。践行“三严三实”，首先就要坚持
思想为先、以知促行。关键要做到三
个“科学把握”。要科学把握“三严三
实”的时代背景，认真学习贯彻中
央、省委和济南市委的部署要求，扎
实开展专题教育，全面践行“三严三
实”。科学把握开展“三严三实”专题
教育的重大意义，着眼党员干部思想
作风建设现状加深认识，结合章丘发
展实际加深认识，将落实“三严三实”
要求与扎实推进各项工作结合起来，
为美好家园建设注入不竭动力。

领导干部还应强化问题导向，着
力查摆解决“不严不实”的突出问题。
发挥带头作用，争当践行“三严三实”
的好干部。严以修身，重在“三修”。抓好
信仰之修、道德之修、境界之修。严以
用权，重在“三记”。牢记有权必为，不为
如贪。牢记公权不私，谋私即盗。牢记
用权守规，任性则乱。严以律己，重在

“三守”。守好法律底线、规矩红线、守好
心律界线，做到心有所戒、心有敬畏、
心有界限，行有所止、行有所畏。谋事
要实，要讲宗旨、讲科学、讲实效，保持
求真务实作风，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勇
于担当，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取得实效。

刘天东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以
“三严三实”为标尺，大力加强思想政
治建设和作风建设，争当践行“三严
三实”好干部，发挥好带头作用，为美
好家园建设不断增添新动力。强化问
题导向，紧密联系自身实际，以实事
求是的作风，对照现存思想作风问
题，对准靶子，有的放矢，抓好整改，
以解决问题的成果来检验专题教育
的成效。要坚持两手抓两促进，把严
之又严、实之又实的举措，落实到招
商引资、项目建设、安全生产、民生工
程等工作中，把“三严三实”要求融化
到思想中、行动中，形成全市加快发
展的强大动力，推进经济社会各项事
业再上新台阶。

本报5月14日讯（记者
石剑芳 通讯员 唐洁） 12
日，记者从章丘市园林局获
悉，今年章丘城区20余处绿地
将被提升改造，变身绿地小氧
吧。从2013年开始，章丘市园
林局就对城区30余处游园绿
地进行改造提升，将原来环境
脏乱差的绿地改造成整洁优
美的游园绿地，为市民提供了
多处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我们现在跳舞的小广场
能容纳一百余人，大家都是六
十岁以上的退休人员。虽然场
地很宽敞，但是休息的石凳很
少，希望章丘市园林局能在小
广 场 安 几 个 石 凳 供 我 们 休
息。”今年63岁的王大爷向记
者说道。今年52岁的刘阿姨也
表示，自己经常健身的场地晚
上没有照明灯，十分不便。

应广大市民需求，2015年
市园林局坚持“以人为本、绿
化便民利民”的原则，实施了
城区公共绿地便民改造提升
工程，因地制宜，对城区20余
处绿地进行原有设施修缮；便
民广场、游步道铺装，设置休
闲健身设施，对绿化区域进行
绿化提升，使公共绿地的功能
性和景观性得到提升，涉及绿
化面积1万平米。

园林局的相关工作人员
表示，本次公共绿地便民改
造提升分两类，一类是综合
性改造提升，如眼明泉绿地，
对绿地修建便民广场，种植
高大乔木进行绿化提升，设
置休闲健身设施方便市民健
身娱乐；一类是单一性改造

提升，如世纪西路与福康路
交叉口东南角节点、汇泉路
东延绿化带，顺应民意，对绿
化带内市民走出来的路铺设
汀步石，建设便民小广场，提
升绿地生态功能，让市民能
更充分地近亲绿色。

据了解，目前该工程完

成工程量的 8 0% ，完成铺装
3800平方米，种移植苗木144
株，预计 5 月底可全部完成。
游园绿地改造提升后，将为
市民提供更多休闲娱乐的好
去处，市民出行“300米见绿、
500米见园”的绿化效果将得
到更充分的体现。

去去年年共共为为民民减减免免百百余余万万代代理理费费
章章丘丘全全面面深深化化普普法法依依法法治治理理

本报5月14日讯（记者
邢振宇） 甜瓜节、西瓜节、香
椿节……各种农事采摘节纷纷
举办;百脉现代农业示范园、吴
家庄园、帝豪生态园……各类
农业生态示范园特色独显。章
丘推进农业和旅游业融合发
展，实现互惠共赢。农业产业，
由传统种植、养殖，向休闲、采
摘、旅游等复合功能转变。章丘
农业旅游呈现蓬勃发展势头。
目前，该市共发展农业旅游强
镇7家、特色村6家、省市示范
点 12家，年接待游客 30余万
人，营业收入2亿元、农副产品
收入1 . 5亿元。农业旅游在全
市现代农业及旅游业发展中的
重要地位日趋凸显。

千年古县，文物古迹众多，
城子崖遗址、李清照故居、朱家
峪古村等，让人领略不同时代
的历史人文精髓;南部七星台
景区看山、中部百脉泉公园赏
泉、北部白云湖湿地荡舟，使游
客感受章丘大好河山，山、泉、
河、湖不同自然地理风貌带来
别样感受;章丘大葱、明水香米

莲藕、鲍家芹菜、龙山小米、白
云湖甲鱼、赵八洞香椿、曹范薄
壳核桃、文祖花椒等地方名特
优农产品，使游客领略现代农
业发展带来的舌尖上的章丘风
味。丰富多彩的农业旅游资源，
会让人内心油然升腾出一种淡
然的望山见水忆乡愁的情愫。

现代农业园区内的各种亲
近式的体验活动深受欢迎。在
章丘各农业园区年产有树莓、
樱桃、葡萄、草莓、甜瓜等时令
鲜果近100个品种，牛一系列
等各色放心蔬菜30多种，年产
鲜食果蔬1000多吨，游客可鲜
食采摘;金宝园、开心宝宝、盛
苑花卉、红锦兰园等园区四季
鲜花盛开，东方商人、绿天然、
甲鱼园、长广、小康等园区可进
行休闲垂钓，游客可休闲观光;
各园区的特色小吃、农家餐饮、
鲜食烧烤，帝豪、盛泉生态的开
心农场，自留地、昊霖的农耕体
验、土地认领，七星百泉、锦屏
山依托山势水形营造的嬉戏娱
乐、畜禽饲养、林木供养等活
动，游客可体验娱乐;百脉现代

农业示范园、绣惠大葱产业园、
盛泉生态农业园、吴家庄园等
园区示范引领现代农业技术发
展的方向，挑战你对农业的传
统认知。

除了独具特色的农业旅游
资源，章丘还有“地利”之优势。
旅游线路交通便捷，地处济南、
淄博、莱芜、滨州等都市圈中间

地带，距离省城济南市区仅半
小时车程，济青高速、京沪高速
穿境而过，济南机场坐落在章
丘境内;所有行政村实现了“村
村通硬化路”;旅行社及其服务
网点共25家;旅游星级饭店、宾
馆12家，其中四星级3家、三星
级 3家，这些都为农业旅游业
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利保障。

西西瓜瓜节节、、香香椿椿节节，，节节节节有有亮亮点点
章丘推进农业和旅游业深度融合

本报5月14日讯（通讯员
刘然然）“四五三”治村模

式、“1+7”体系等有力提升农
村基层民主法治水平；审判流
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和执行
信息网络全面公开，维护司法
公开公正；公共法律服务大厅
投入使用，让群众享“一站式”
法律服务……

章丘作为首批全国法治
县（市、区）创建先进单位，一
直在全面深化普法依法治理
的道路上不断前行。该市早
在2011年就把法治建设作为
专项考核指标列入了全市科

学发展综合考核，制定严格
的考核标准，形成良好的工
作推进机制。章丘市委充分
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
导核心作用，不断完善和健
全工作运行机制，制定了《市委
常委会议事决策规则》、《党政
联席议事决策规则》等规范性
文件。加强党内法治建设，建立
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
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利机构
和运行机制。

对市政府及各部门制定
的 5 0 多 项 文 件 进 行 全 面 清
理，公布章丘市市级行政权

力清单和行政审批目录，保
留行政审批事项205项。加强
政务服务中心建设，建立和
完善岗位责任、首问负责、一
次 性 告 知 等 3 0 多 项 规 章 制
度。开展电视问政，行政执法
的力度进一步增强。

另外，该市法院推进司法
公开，建设审判流程公开、裁判
文书公开和执行信息公开三大
平台，提高司法透明度。市检察
院以统一业务应用系统为依
托，全面开展网上办案、审批、
监督、考核等，加强对办案的动
态管理和监督。

持续降低法律援助门槛，
拓展援助领域，将公证、司法鉴
定纳入援助范围，实现应援尽
援。同时广泛开展便民服务活
动 ，维 护 群 众 合 法 权 益 。仅
2014年，全市法律服务机构和
法律服务人员共接解答法律咨
询5940余人次，法律顾问单位
达到740家，共办理诉讼案件
2 8 6 6 件 ，非 诉 讼 法 律 事 务
15000余件，办结公证3545件，
办结法律援助案件670件，为
当事人减免了100余万元代理
费，让群众充分感受了公平正
义的法治阳光雨露。

市民们在绿地广场跳舞

章丘百脉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建成投入使用。(资料片)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本报5月14日讯（记者 王帅）
2015年5月20日，是全国第16个“世

界计量日”，今年世界计量日的主题
是“计量与光”。记者获悉，今年章丘
市市场监管部门将组织多项惠民活
动，为市民提供水电气表检测、血压
计检修、珠宝鉴定等免费服务。

据了解，为促进社会广泛了解
计量工作的重要性，贯彻计量法律
法规，提高计量意识，章丘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将在近日开展计量进
社区、进学校、进企业及实验室定
时开放的“三进一开放”活动。

5月16日上午，在章丘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章丘市口腔医院对
过）门口东侧，计量技术人员将开
展免费血压计检修、珠宝鉴定等服
务活动，同时接受市民对各类计量
器具的疑问咨询。

5月20日计量日当天上午，在章
丘市计量检定所（明水绣水大街4100

号）2号楼一层西侧，将面向市民开放
实验室，届时将接待市民现场参观，
提供相关咨询服务，并可免费检测
市民送检的水、电、气三表。

据市场监管局相关工作人员
介绍，血压计等计量器具需要定期

“体检”，如果使用不当或不及时检
修，往往会导致测量数据偏差，这
些计量器具检测、检修，以及珠宝
的鉴定，通常情况下都需要花费一
定的费用，像普通的翡翠鉴定费用
在400元左右，而在计量活动日期
间，将向市民免费提供这些服务。

计量日当天可

免费检测水电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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