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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回眸眸22001177 点点赞赞双双山山
——— 双山街道突出新城区定位，实现高标准提升

通讯员 毛文秀 郑凤芹 宋倩

团结 务实
凝聚正能量

凌晨12点的旧村改造指
挥部内灯火通明，饿了吃包泡
面仍不忘工作，坐在拆违现场
的 土 堆 上 吃 份 盒 饭 接 着
干……在急难险重任务面前，
全体领导干部带头坚守在一
线，在责任与压力面前，勇于
担当，不负使命。

“三大堆”清理带头干，积
极争创文明城；拆违拆临带头
拆，掀起群众自拆高潮；旧村
改造带头签，发挥模范带头作
用……村居干部积极配合街
道工作，率先垂范、以身作则，
用实际行动赢得了群众的信
任。

执行 担当
推进高效率

双山街道牢牢把握新城区
定位，围绕交通、生态、产业、城
镇四大提升工程，高标对接，大
干快上，积极协调征地和地面附
属物清理，10天拆除44处养殖
区、迁移397座坟墓，10天拆除李
家埠东侧沿街32户，全力保证高
层次人才创新创业示范基地、山
东大厦、南外环东延、唐王山路
东延、东部医疗中心等工程顺利
实施。

胡山片区4896座坟墓，全
部清理整治到位。34家“小散

乱污”企业，全部清理取缔到
位。60余家无环评手续企业，
一律实施停产整顿。规范扬尘
治理工作机制，56个工地分工
包片责任到人。

投入100余万元，实施小吃
街改造提升工程，打造标准示范
街。高标准提升大学城片区，聘
请第三方社会化管理，建立长效
机制，实现规范化管理。

激情 攻坚
创造新速度

持续加大拆违拆临工作力
度，先后对杨胡片区、鲍庄停车
场、白泉别墅群等大面积违建实
施集中连片拆除，坚持“即拆、即
清、即绿”，今年总计拆除违建
1862处，拆违面积114万平方米，
清理违法占地3092亩，复耕480
亩，绿化540亩，双拆完成总量占
全区总量30%。

自3月10日起，先后完成6
个村旧村改造工作，今年共完
成拆迁任务4595户，拆除房屋
面积113 . 34万平方米。加快推
进马安、贺套、白泉、杨胡等已
拆迁片区安置房建设，确保动
迁群众早日搬进新居。加强社

区阵地建设，投资 1000余万
元，新建东山、福泰、唐王山、
文化路社区，为群众提供规范
优质的服务平台。突出党建引
领，以活动为载体，促进社区
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服务 提升
发展高起点

抢抓发展机遇，推进转型
升级。双山街道全年预计完成
工业销售收入125亿元，工业
总产值120亿元，工业利税19
亿元，外贸出口5640万美元，
分别占年计划的107%、108%、
106%、141%。

先后引进山大地纬、哈工
大机器人、汉和文化等项目，
合同投资额总计64 . 05亿元，
占年计划640 . 5%。全年共实施
技改和节能项目45项，总投资
17亿元，同比增长154%。规模
以上工业万元增加值能耗比，
全年降低5 . 1%。

高度重视企业安全生产，
共举办安全生产专题培训班
两期，培训人数达到500余人
次。扎实开展“大快严”专项行
动，集中进行四轮次安全检

查，及时整改隐患500余条。

共建 共享
和谐惠民生

积极为山大患病学子李
旭东捐款，修缮木厂困难群众
危房，走访孤寡老人、困难儿
童……双山街道把服务群众
当作第一责任，倾听群众呼
声，办好实事好事，真正让广
大居民获得满满的幸福感。

创新建立“热线接入—网
格核实—部门整改”的快速反
应处置机制，集中受理群众诉
求2198件，及时回复率100%，

群众满意率99%以上。
率先在全区完成400亩水

肥一体化建设任务；落实小麦
条锈病综合防治补贴、粮食综
合补贴、政策性农业保险等惠
农专款140余万元。加大森林
防火和秸秆禁烧工作力度，确
保辖区内不着一把火、不冒一
处烟。

设置讲文明树新风公益
广告近1000处，积极开展各类
评选活动，村村“四德榜”上
墙，通过典型带动传播正能
量。今年举办各类群众文体活
动28场；开办章丘第一家图书
分馆，藏书达到10000余册。现
有各志愿服务团队 12支，近
600人。

从春寒料峭到夏日炎炎，
从秋风飒飒到寒冬腊月，四季
风雨，我们一起坚持，共同努
力，挥洒辛勤汗水，收获丰硕
果实。2017我们携手并肩，共
同走过！2018我们坚定信心，
继续前行！

2017年，在章丘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双山街道紧紧围绕全区中心任务，立足“突出新
城区定位，实现高标准提升”的目标定位，对接服务全区“四大提升工程”，各项重点工作实现新突
破。全年预计完成境内税收13 . 55亿元，地方财政收入7 . 8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 . 65%、22 . 31%，实
现了高基数上高增长。

回眸2017，我们勠力同心、攻坚克难，实现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我们务实奉献、向上向好，凝聚
了满满正能量；我们用辛勤和付出，创造双山速度、打造双山品牌；我们用每一个人的出彩，收获
了更多的温暖与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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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刁镇镇获获评评新新旧旧动动能能转转换换二二十十强强
在全省众多乡镇中脱颖而出，为济南唯一获奖乡镇

本报1月11日讯（记者 石
剑芳 通讯员 万源） 1月5
日，在济南市南郊宾馆举办的
山东特色产业镇发展峰会上，
刁镇入选2017山东特色产业
镇新旧动能转换二十强。

2017山东特色产业镇发
展峰会由省委网信办、省中小
企业局指导，旨在将山东省特
色产业镇、优秀企业助力新旧
动能转换、投身乡村振兴战略
的好典型、好经验进行宣传推
广。新生小城刁镇在全省众多
乡镇中脱颖而出，成为济南唯
一获奖乡镇。

特色产业是新旧动能转换
的重要引擎，是实施乡村振兴，
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和践行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新旧动
能转换的重要驱动力量。2017
年，在一系列政策利好推动下，
特色小镇建设热火朝天，一批产
业特色鲜明、要素集聚、宜居宜
业、富有活力的特色小镇不断
涌现，而刁镇就是其中之一。

2017年是刁镇区划调整
后的第一年，是新生小城市建
设的开局之年，作为章丘副中
心，在这一年里，刁镇全面对标
济南“四五三”工作体系，积极
对接章丘区“四大提升”工程，
围绕“1342”工作思路，按照

“产业高地，生态新区，文旅名
城”的发展方向，全力打造“产
业强、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生
小城市。

本报1月11日讯（通讯员
董莉莉） 为减少工地扬尘

污染，改善冬季空气质量，连
日来，枣园街道组织建委、执法
所、棚改旧改办公室，采取听、
查、看、问等方式，重点对世贸、
和怡昌、中骏等建筑工地及大
义田、后枣园、北毕村拆迁工地
的扬尘治理情况进行专项检
查，从严整治各类隐患及问题，
提高文明施工管理水平，促进

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检查组严格按照区扬尘

办对建设工程“四个一律”“六
个100﹪”的工作要求，认真查
看了各建筑工地及拆迁工地
的扬尘治理落实情况，重点查
看了责任公示牌、施工道路硬
化、渣土物料覆盖、出入车辆
冲洗等情况。在检查过程中，
检查组叮嘱各建筑工地和拆
迁工地负责人要主动承担扬

尘防治责任，严格按照要求，
制定工作方案，突出重点，加
强扬尘的控制与管理。

从检查情况来看，大多数
建筑工地和拆迁工地都按照
建设工地扬尘防治标准，工地
周边设置了围挡，主要通道进
行了硬化，建筑工地出入口设
置车辆冲洗装置，对渣土物料
采取防尘网、防尘布覆盖封闭
等措施。对个别建筑工地存在

落实不到位的情况，检查组书
面通知有关单位限期整改，确
保最大限度减少扬尘污染源。

下一步，该街道将坚持底
线思维，加大对施工工地监管
力度，继续开展全覆盖、拉网
式检查，建立问题清单，实行
销号管理，落实长效管理机
制，在抓常抓细抓长上下功
夫，将工地扬尘污染控制到最
低点，确保冬季空气质量。

本报1月11日讯（记者
石剑芳） 近日，由省文化厅
组织开展的第五批“山东省
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评选命
名结果正式公布，文祖街道
的“三德范芯子”“青野五音
戏”“黄露泉老梆腔”3个非遗
项目名列其中，文祖街道也
成为去年全区唯一获“山东
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荣誉
称号的镇街。

文祖街道文化底蕴深厚，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丰富，国

家级非遗项目有“芯子”、“五音
戏”，省级非遗项目有“黄露泉
老梆腔”，济南市级项目有“章
丘传统葫芦雕刻技艺”“章丘雕
塑艺术”等。去年以来，文祖街
道按照“一轴两片区”的发展框
架和文祖锦屏文旅小镇的发展
定位，立足文化资源优势，着力
保护传承“芯子”“五音戏”“黄
露泉老梆腔”等非物质文化遗
产，用于服务辖区及周边群众
精神文化生活，文化事业取得
长足发展和进步。

枣枣园园街街道道开开展展工工地地扬扬尘尘治治理理专专项项检检查查

文文祖祖街街道道获获评评““省省民民间间文文化化艺艺术术之之乡乡””
“三德范芯子”等三个非遗项目名列其中

三德范芯子表演(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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