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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东路街道

““四四效效””工工作作法法
推推动动网网格格化化环环境境监监管管见见成成效效

本报讯 (记者 王倩 通
讯员 牛耘) 为确保文东辖
区环境监管工作不留死角、不
留盲区、不留隐患，文化东路街
道以创新环境监管方式为抓
手，以“整合管理资源、提升监
管效能、改善环境质量、保障环
境安全”为目标，以解决环境监
管盲区死角为重点，实现环境
监管工作的规范化、精细化、长
效化，从源头减少环境安全隐
患，提升辖区生态环境质量。

一是细化部署见疗效。根
据济南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
步完善网格化环境监管体系建
设的工作部署，文化东路街道
及时召开网格化环境监管重点
工作专题会议，积极筹措完善
机构建设和专职人员及相关办

公设施的配备，成立网格化环
境监管中心，加快推进辖区监
控体系建设，实现辖区环境保
护的动态管理，确保工作有计
划、有实施、有落实。

二是加强巡查有成效。
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文化
东路街道抽调骨干力量参与
三级环境保护网格化监管中
心平台的建设、运维和日常
巡查工作，在办事处6 . 6 2平
方公里的行政区域内设置13
个四级网格体系，配备2 6名
专、兼职环保网格监管员，负
责对辖区内各类环境污染、

“小散乱污”企业、生态破坏和
环境安全隐患等环境行为进行
日常监管巡查，把工作的触角
延伸到辖区的每一个角落，避

免管理监管的“盲区”和“真
空”，实现治理全覆盖。

三是及时上报重时效。为
保证网格化监管规范高效，按
照巡查发现、报告审核、移交处
置、沟通协调和督察考核等五
项工作机制和流程，文化东路
街道及时发现问题、准确收集
情况、及时上报信息，确保违法
问题早发现、急制止、速解决，
建立良好环境信用。

四是建立台账看实效。文
化东路街道建立监管台账，填
报网格化环境监管数据平台信
息，做到后期执法有据可循，确
保辖区环境保护综合整治工作
常态化、制度化，提高环境监管
的专业性、规范性、准确性和全
面性。

文化东路街道

““五五心心””全全面面夯夯实实

安安全全生生产产监监管管

本报讯 (记者 王倩
通讯员 赵耀 牛耘) 文
化东路街道认真开展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工作，并在落实
安全生产工作中，细化摸索
经验做法，形成实效。

一是强化组织领导，让
安全“筑”心。成立以书记、主
任为组长的办事处安全生产
工作领导小组，定期召开安
全会议，研究安全生产、消防
安全问题，部署办事处安全
生产工作；严格落实安全员
周例会制度，由安监科牵头，
分管领导、相关科室、社区安
全员参加，研究辖区不能及
时整改的安全隐患问题，对
每周检查的隐患单位进行汇
总，层层落实，责任到人；积
极联系派出所、消防、工商、
执法、食药监等部门联合开
展文东辖区安全隐患的集中
整治；认真落实领导带班检
查值班制度，扎实做好节假
日、政治敏感时期及汛期安
全的值班值守工作。截至目
前，办事处与辖区单位签订
2017年安全生产、消防安全
责任书1300份。

二是深化整治排查，让
安全“走”心。由文化东路街
道组织安监科、社区安全员
集中对辖区内所有单位、门
头房以及人员密集场所进行
拉网式检查，深化打非治违
和“大快严”集中整治行动工
作，截至目前为止共填写检
查记录表格1108份；强化对
辖区重点行业领域的检查，
扎实做好危险化学品加油
站、烟花爆竹的监管工作，加
强执法检查力度，确保辖区
安全生产形式稳定；建立安
全生产风险点名册台账，对
辖区3家在建建筑工地、3家
危险化学品加油站进行常态
化安全检查，督促企业落实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截至目
前，受理安全举报19次。满意
率100%。

三是细化重点区域，让
安全“润”心。文化东路街道

多次召开诚基、万豪小区的
安全生产、消防安全专题会
议，研究部署诚基、万豪小区
安全工作；办事处安监科组
织消防大队、派出所人员多
次对诚基、万豪小区进行消
防、电梯等突出问题进行检
查，加强网格化管理，填写检
查记录300份，建立诚基、万
豪小区消防安全检查记录台
账；协调督促诚基、万豪小区
物业成立“微型消防站”，按
照“5、30、60”机制开展消防
演练；安监科协调消防大队、
派出所、食药所等单位对万
豪小区物业、商铺、住宅等进
行多次检查，督促物业整改
隐患80处。

四是利用宣传抓手，让
安全“贴”心。充分利用“安全
生产月”开展宣传安全生产
宣教活动，办事处安监科、各
社区居委会安全员通过现场
讲解、发放安全知识手册、告
居民的一封信、举办安全生
产宣传培训会活动等方式，
增强了辖区居民的安全意
识。截至目前共发放安全明
白纸、宣传册、书籍6000多份
(册 )，各类宣传品合计1万
份，增强了辖区居民的安全
意识；积极组织辖区诚基中
心、万豪国际小区、恒大帝景
等十五家单位及辖区居民开
展了安全应急演练35次，使
广大居民深受教育，我办整
体应急救援水平有了极大提
高。

五是扎实推进安全网
格，让安全“惠”心。文化东
路街道根据区安委会部署
要求制定了《文化东路街道
办事处关于在辖区开展安
全生产网格化实名制管理
工作的实施方案》，细化13
个社区网格，辖区单位实名
录入市安全生产网络平台，
落实社区安全员日常巡查
制 度 ，责 任 到 人 。截 至 目
前，共填写安全生产执法文
书、消防网格化日常检查记
录表格1300份。

文化东路街道

召召开开创创展展中中心心楼楼宇宇党党建建座座谈谈会会
本报讯 (记者 王倩 通

讯员 孙萌萌) 18日上午9：
0 0，文化东路街道在山大路
2 0 1号创展中心六楼生产力
中心会议室召开楼宇党建工
作座谈会，会议由街道党工
委副书记、政协委员联络室
主任樊妍主持，参加会议的
有山大路科技商务区管理委
员会副主任李晓峰、文化东
路街道党工委办公室主任昝
璐以及中国银行历下支行、
阳光财险济南支公司、天业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创展中心
物管部等12家楼宇企业党建
负责人。

文化东路街道党工委副
书记、政协委员联络室主任
樊妍向参会人员介绍了文化
东路街道概况、近年来街道
区域化党建工作取得的成果
以及下一步楼宇党建方面的
工作打算。随后，与会企业代
表分别就自身企业状况、对
党建工作认识以及对楼宇党
建工作的意见建议进行交流
发言。他们就楼宇党建目前
存在的诸如党员流动性大、
党员组织生活落实不够以及
企业对党建工作认识不够等

方 面 现 实 问 题 进 行 交 流 分
析，并提出下一步工作的意
见建议，问题透彻，建议中
肯。随后，企业代表积极发
言、讨论。

最后，樊书记强调下一
步从三个方面开展楼宇党建
工作：一是建立健全联合党
委组织架构，联系有党组织
企业，发展无党组织企业，在
符合实际的条件下尽快建立
联合党委。二是打造完善党
建活动阵地，利用楼宇现有
场所，街道和企业联合凝聚

企业文化，增强楼宇企业党
建文化色彩。三是开展新颖
有效党建活动，街道购买专
业党建社工出策划，企业党
员积极参加，围绕党建工作
开展适合企业性质，党员年
龄性质的党建活动。

创展中心楼宇党建座谈
会的圆满召开，为下一部联
合 党 委 建 立 奠 定 坚 实 的 基
础，下一步文化东路街道将
与创展中心楼宇企业全力配
合，将文化东路街道楼宇党
建工作开展好，落实好。

文化东路街道

““四四个个到到位位””
全全力力推推进进大大气气污污染染防防治治工工作作

本报讯 (记者 王倩 通
讯员 冯珍珍) 文东街道坚
持从实际出发，把抓好大气
污染防治作为最直接、最现
实、最紧迫的民生工程，实行
四到位工作模式，持续为大
气污染防治工作注入动力。

一是完善组织，确保责
任到位。街道针对大气污染
问题成立了专门领导小组，
及时召开大气污染防治会议,

组织检查、部署工作；严格落
实网格化管理责任制，按照

“街道、社区、小区”三级网格
原则，定人、定岗、定责，进一
步完善了成领导带头、职责
明确、层层推进的大气污染
防治工作格局。

二是细致排查，确保管
控到位。对辖区内进行了拉
网式排查，在严查违规露天
烧烤、违法餐饮反弹回潮情

况的同时，着力加强对辖区
天泰中心、恒大帝景、建筑大
学和平校区等三处建筑工地
的巡查力度，全面督察工地

“停工令”落实情况，做到发
现及时、监督到位、处置有
力，确保大气污染工作监管
无死角。

三是联合执法，确保整改
到位。以城管委为主体,与执法
中队、环保、环卫、食药监、市场

监管等部门加强联系沟通,
整合资源，严格标准，规范烧烤
经营,以“零容忍”态度依法坚
决取缔露天烧烤及占道经营等
违法行为，对辖区餐饮业户油
烟违规排放现象进行整改,淘
汰不达标燃煤炉具,基本完成
油烟净化装置安装使用工作,
确保大气污染工作实现领域

“全覆盖”。
四是畅通渠道，确保宣

教到位。结合街道监控平台，
保障12345、12319热线畅通，
集中受理、归口管理、限时办
结、按时回复、及时反馈，实
现了一条龙快速服务，保障
监督有质有量；充分利用社
区宣传栏、黑板、LED大屏幕、
微信公共平台向辖区居民广
泛宣传防治大气污染危害性
和防治的紧迫性知识，全面提
升社会公众环保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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