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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第一书记”来到了小庞村……

修修路路种种树树立立展展板板
贫贫困困村村庄庄有有盼盼头头

微微花白的头发，款式老旧的墨镜，白灰条纹衬衫外罩一件藏
青色夹克，深灰色裤子下蹬着一双黑皮鞋，张云震的打扮俨然一副

“老干部”形象。2018年2月7日，省安监局张云震到德州市临邑县林
子镇小庞村任村党支部书记。在他任职的两个多月里，小庞村的变
化是村民有目共睹的。

文/片 本报记者 张玉岩
实习生 施晨蓓

上任才一两天
初步方案就出来了

“我记得那天是腊月廿二，
上午还在培训呢，下午就到德
州，当晚就赶到小庞村上任
了。”张云震回忆道。

小庞村位于德州市临邑县
城北偏东方向，距县城约15公
里，是省定贫困村。“我发现小
庞村主要有这几个短板。一是
交通不便。进出村的路都不好
走，更别说村内的路了。二是地
势低，地上全是盐碱，下雨后积
水十分严重。三是人口少，全村
共有315人，有一百多人在外打
工，剩下的基本都是老、弱、病、
残和妇女。另外，村里也没有支
柱产业及集体收入。”张书记伸
出手指边数边说道。

“张书记来了后迅速进入
工作岗位，挨个走访，了解村
民各家的情况，在小庞村呆了
一两天就拿出了一个初步方
案。”林子镇镇长说道，“张书
记上任时临近春节，他还给村
民 送 来 四 百 多 个 自 己 写 的

‘福’字和对联。”
到任后，张云震第一时间召

开党员大会。村里共有党员11
人，其中55岁以上6人，剩下5人
常年在外打工。两个月以来，张
云震先后四次召开党员大会或
支部会议，组织学习、研究工作。

在3月30日的党员活动日
中，张云震带领大家重温入党
誓词，同大家商议小庞村的发
展计划，并组织党员干部进行
义务劳动。在抓好日常党建工
作的同时，张书记还注重后备
干部、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目
前已经物色了初步人选。

扶贫攻坚一户一策
建章立制责任到人

张云震介绍，小庞村有6户
贫困户共17人，均无致富能力
和致富技能。为此，张书记和村
委确立了“建章立制，责任到
人”的扶贫原则，并印发了《关
于明确小庞村扶贫攻坚职责分
工的通知》。

由张云震负责对接的贫困
户是王庆刚一家。“王庆刚四十
多岁，因脑溢血后遗症腿脚不
便，干不了活。家里一共三口人，
小 孩 十 岁 了 ，正 在 读 三 年
级……”张云震边介绍王庆刚家
里的情况，边带领记者来到王
家。张云震刚走进客厅，王庆刚
便从房间里迎了出来。“今天怎
么没用拐杖也能下地了？”张云
震惊讶地问道。“他现在好点
啦。”王庆刚的妻子徐凤霞笑道。

“之前家里非常困难，孩子
爸爸走路不方便，孩子也上不了
学，自从张书记来了我们村，给
我们帮了很大的忙。年前张书记
给我们送来衣服、米、面，还有对
联和‘福’字，前段时间还给孩子
买了书包。”徐凤霞说道。

张云震说，他已经给王庆
刚一家联系好了对口帮扶企
业，孩子的学费、王庆刚的收音
机都是企业资助的，“那天这个
企业还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过
几天再送个电视机来。”

张云震表示，他给王家脱贫
制定的初步设想是养蘑菇，“拿
出一间屋子出来就行，搭上架
子，达到一定的温度和湿度就
行，操作比较简单，也不会影响
日常的活动。”此外，“以后的扶
贫项目也会优先考虑这些贫困
户。我们遵循一户一策的原则，
根据各个家庭的情况找到适合
各自的发家致富途径。未来他们
也能从村里的集体收入里拿到
分红。”

王庆刚家门上的对联已经
有些破损，这是年前张云震亲
自写的，“财运滚滚来，好运随
春到”，横批是“万事如意”。

脏乱差的村角落
已修上了池塘公厕

“要想富，先修路。”张云震
到任后，在广泛征求民意的情
况下，首先想方法筹措资金，解
决进村路、环村路的修建。张云
震介绍，小庞村原先部分道路
为土路，下雨天道路泥泞，时有
跌倒摔伤情况发生，很不安全。
村内修建水泥路的总长度大约
是1500米，投入将近30万元。

张云震说：“绿化也是很重
要的一部分，要在村里发展边
角经济，边边角角都种上植物，
不仅可以美化环境，产生的经
济效益还能成为集体资产。”张
云震还给村里的绿化定了五个
原则，即简洁、大方、有经济效
益、养护成本低和美观。此外，
为了增加集体资产，张云震还

打算在进村路东侧农田新建三
个蔬菜大棚，带动小庞村的产
业发展。

在经济得到发展的同时，文
化建设也不能落下。张云震介
绍，村委会的南面有三个区域的
展板，中间展板上展示的是十九
大报告中与农业、农村及扶贫相
关的资料。东侧展板计划主要展
示村务党务及好人好事等，西侧
则是小庞村的发展变化，如新旧
照片对比。“东西两侧展板的内
容还没准备好，再有个十几二十
天就可以展出了。”

在张云震上任的两个多月
里，小庞村变化最大的地方应该
是村东北角了。“刚来的时候，这
里的东边是个垃圾场，北边是露
天厕所，西边是片洼地。当时有
棵树都被水泡倒了，根本没法走
路。”张书记站在村东边的路上
说。现在，在村西侧修建了一个
公共厕所，还在这条路的东西两
侧各挖了个池塘，打算种藕。挖
出来的土也不浪费，用它造了五
六亩田并种上了冬枣。池塘的护
坡也已基本成型，“到时候在护
坡种上草种子，池塘边栽上柳
树，到夏天荷花一开就很漂亮
啦。”张云震说。

“张书记来了后给村里带
来了很大的面貌改变。现在道
路的框架基本都搞好了，就剩
下浇水泥了。村里的绿化还有
五六天就能弄完。旧的土坯房
也扒了十来家，还整了二十来
亩地。老百姓们一提张书记就
很激动。”村主任王清水说道。

书书记记县县长长双双主主任任负负责责，，为为全全省省首首创创
临邑获评全省安全生产先进县

4月25日，全省安全生产“七进”活动临邑县座谈会在临邑县安监局召开。会上，临邑县安监局主要负责人总结了临邑县安监监局在安全
生产方面的做法和经验。2017年临邑县安全生产成绩突出，该县先后被评为全省安全生产先进县、全市安全生产优秀县，县安监局作为全
县综合监管部门，被县委、县政府荣记全县安全生产集体三等功。

本报记者 张玉岩
实习生 施晨蓓

网格化实名制
建立三级安监体系

县委、县政府对安全生产
工作高度重视。2017年临邑县
共组织召开全县安全生产大
会、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县政
府常务会议以及国家、省、市视
频会议等31次，对安全生产工
作进行部署和落实。

县安委会在全省率先实
行县委书记、县长双主任负责
制，各乡镇（街道办）党（工）
委书记、乡镇长任安监办主
任，创新实施派出所所长分
管安全生产，进一步推动安全

生产工作。
此外，临邑县建立完善“网

格化、实名制”监督管理机制，
建立县、乡、社区三级网格化安
全生产监管体系。确保每个生
产经营单位都有安全生产监督
和管理主体，使安全生产责任
落实全覆盖、零容忍，并充分发
挥基层网格员的作用，针对发
现的问题及时上报，第一时间
妥善处理。

加大执法检查力度
处罚金额350余万元

在2017年里，临邑县以
安全生产“大快严”集中行动
为总抓手，全方位、多举措开
展大检查。县、乡领导干部带
队督导检查，综合运用夜查、

抽查、联合执法检查等方式，
对能够立即整改的，即查即
改；对问题较大难以当场整
改的，实行挂牌督办、限期整
改。

对隐患严重、不能保证
安全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对存在严重违法行为、不具
备安全生产条件且难以整改
到位的，坚决立案查处，实行
顶格处罚。2017年临邑县共
处 罚 企 业 4 3 家 ，处 罚 金 额
352 . 5万元。

另外，全县通过购买社会
化服务，县、乡、企三级聘请专
家查隐患。5个企业比较密集的
重点乡镇（街道）、26家化工企
业全部自聘专家，每季度组织
一次检查，2017年共来专家30
余次，检查隐患2372处。

提升企业管理水平
充分动员宣传力量

临邑县纳入“一县一册”管
理的危化品生产企业有18家，
涉及危险化学品70余种。因此，
加强这些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
工作十分重要。县安委会印发

《给全县企业主要负责人一封
信的通知》，要求企业主要负责
人担当责任，认真落实带班值
班制度。并且在26家危化品企
业全部设立LED显示屏，每日
公告企业安全生产情况及动态
管理，并且这些危化品企业均
落实安全管理人员岗位津贴。
临邑县还在危化品、交通运输
等8个高危行业领域率先实施
安责险，111家生产经营单位参

保，保费134万元。此外，临邑县
组织50余家企业开展应急救援
演练，全面提高企业应急救援
水平。

临邑县社会各界唱响安全
生产“大合唱”，开办《安全生产
重于泰山》专栏，定期播放各行
业领域、重点企业安全生产情
况；每日在临邑电视台黄金时间
段播放安全生产公益广告及宣
传片；定期在城区主广场大屏幕
播放警示教育片及宣传片。

在“安全生产月”活动中，
临邑县对全县化工企业、重点
工商贸企业负责人进行“落实
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警示教
育集中培训”，邀请党校讲师赴
12个乡镇专题演讲，全面开展
安全生产基层宣讲活动，切实
提高县乡村企四级安全意识。

王庆刚和他的妻子徐凤霞，目前已经接受了一家企业的一对一帮扶。

通过办公室墙上的“小庞村规划图”，张云震正向记者介绍村子未来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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