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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让文文明明乡乡风风滋滋养养乡乡村村振振兴兴之之路路
——— 普集街道乡风文明建设再上新水平

文/片 本报通讯员 彭肃丽

环卫提升
从“一体化”到“常态化”

“积累多年的垃圾都清理
干净了，河道也清出来了，每天
走在村里，心情格外舒畅！”近
日，万山村村居环境的可喜变
化成了村里老百姓茶余饭后热
议的话题。在普集，万山村的变
化只是该街道加强村级环卫整
治工作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
为加快推进城乡环卫一体化建
设，改善村居环境，普集街道辖
区各村广泛动员，积极开展“环
卫提升月”“三大堆”集中清理
整治行动，重点对各村沟渠路
两侧的生活垃圾、建筑垃圾、陈
年杂物、卫生死角实施彻底清
理，并取得了显著效果。

环卫提升没有终点，环境
整治好了，如何能够长效保持
才是开展环卫一体化工作最本
质的出发点。为此，普集街道各
村“两委”集思广益，工作群互
相学习借鉴，告别以往短期的

“突击推进”模式，积极探索建
立长效管理机制。通过在垃圾
倾倒点安装防护网、设置建筑
垃圾临时堆放点实施定点投
放、订制公告牌等方式强化群
众环卫意识。特别是针对容易
形成垃圾死角和出现反弹的区
域，村“两委”不断强化日常管
理，安排专人进行监督约束，真

正建立起环卫提升从“一体化”
到“常态化”的长效管护机制。

移风易俗
真正为民“减负”

走进普集街道普西村“一
站式”为民服务大厅，“移风
易俗、倡导文明”锦旗上的几
个大字格外醒目，这是村民联
名送给村“两委”的。今年以
来，普集街道继续将移风易
俗工作作为提升农村精神文
明建设、助力乡村振兴工作
的重要抓手，率先向农村红
白事大操大办“开刀”，积极引

导广大群众树立婚丧嫁娶文明
新风，形成了崇尚勤俭节约、反
对奢侈浪费的良好社会风气，
推动全街道移风易俗工作进入
新常态。

健全强化“一约四会”建
设，切实将移风易俗做实做细。
年初，普集街道辖区各村在充
分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统一
修订完善了《村规民约》并发放
至各家各户，其中，婚事新办、
丧事简办、厚养薄葬等移风易
俗相关规定作为主要章节全部
纳入村规民约。同时各村进一
步健全完善红白理事会、道德
评议会、村民议事会、禁毒禁赌

会“四会”组织并积极发挥作
用，实现了“一约四会”版面村
村覆盖，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在
推动“丧事简办、婚事新办”的
过程中，各村本着“尊重群众
意愿、降低群众负担”的原则
制定了简便易行的红白事操
办流程，在此基础上，村“两
委”通过“减免公墓购买价
格；提供丧葬补助费；将移风
易 俗 工 作 作 为 村 民 评 先 树
优、福利待遇的重要依据”等
一系列举措积极探索推进移
风易俗的激励机制，有效地
遏制了大操大办、铺张浪费、
封建迷信的陈规陋习。

创建活动
筑牢文明根基

走进普西村“出彩人家”示
范户刘滨的家中，房屋打扫得一
尘不染，客厅、卧室、厨房整洁有
序，院内花香缕缕、生机勃勃，房
前屋后绿树成荫、鸟鸣阵阵，给
人美满的生活享受。今年年初，
普集街道以普西、乐家等村作为
试点村，率先开展“出彩人家、富
美乡村”创建活动，邻里村舍之
间比学赶超、植树种绿美化庭
院，绿色庭院、生态庭院、文明农
家创建热潮在大街小巷涌动。

始终坚持开展群众性文明
创建活动是普集街道深化乡风
文明行动的重要举措。一直以
来，普集街道坚持示范引领与实
践养成相结合，加大对先进典型
的培树和宣传，依靠百姓推典
型，不断强化载体建设，激发乡
风文明内生动力。通过开展善行
义举“四德”村民，“五星级文明
户”，“好媳妇、好婆婆”等群众性
评选活动进一步丰富和提升“美
德普集”内涵，引导村民形成健
康文明的社会新风尚。依托农家
书屋和道德讲堂，广泛开展“身
边好人”“道德模范在身边”“为
道德模范送温暖”等主题实践活
动，以身边事育身边人。截至目
前，普集街道已评选出五“十佳”
2352人，“五星级文明户”1600余
名，多人被成功推荐为区级道德
模范和十佳文明市民。

村容村貌干净整洁、移风易俗常态长效、文明创建扎实有力……今年以来，普集街道按照“政
府主导、群众主体、典型示范”的模式，以“乡风文明行动”为统领，狠抓农村精神文明创建，重塑乡
风文明的现实价值，让文明乡风滋养乡村振兴之路。一幅“村庄美、村风好”的乡土画卷在普集土
地上徐徐展开，一股引领发展的文明新风正拂面而来。

一幅“村庄美、村风好”的乡土画卷在普集土地上徐徐展开。

40天断电停产700余家无环评企业

明明水水街街道道打打响响““蓝蓝天天保保卫卫战战””

本报7月26日讯（记者 石剑
芳 通讯员 李奉霞) “共享一
片蓝天，同呼新鲜空气”是我们共
同的愿望。近日，按照上级要求，
明水街道成立专门“扬尘巡查办
公室”，并在环保各个环节，发挥
散乱污企业整治小组中坚力量，
全面打响“蓝天保卫战”。

该街道紧紧围绕全区“打赢
蓝天保卫战”生态文明建设和环
保中心工作，针对当前严峻的环
保督查形势，认真履行各自职责，
多次召开专项会议进行安排部
署，制定精细的工作措施。利用通
讯平台24小时加大督导力度，加
强对危害生态环境从事非法经营
的打击、处罚、问责力度，下大力
气对辖区内符合产业政策的企业

督促整改到位，对未取得环评手
续的企业全部关停、断电、停止生
产，对环保督查组发现的问题积
极整改，做到早日“销号”。

自6月15日起，明水街道对
辖区内企业进行全覆盖式巡查。
5组人员划分区域同步进行，要
求到达企业现场请业主出示营
业执照和相关环评手续，对无环
评手续、未取得环评手续的企业
联合明水供电所当场采取断电
贴封条措施，并下达停产整改通
知；对取得环评手续的企业拍照
记录要求其严格按照规定生产
经营。通过微信群将企业名称、
法人姓名、联系电话、主要项目、
经纬度、是否取得环评手续等项
目进行传输，办公室专人进行汇

总一企一档进行编号归类。截至
目前，已断电停产的无环评企业
700余家。

与此同时，该街道联合职能
部门组织协调巡查员、志愿者等
社会力量开展日常巡查，到社区、
村居发放《共同守护蓝天白云一
封信》，对燃放行为、小散乱污企
业、扬尘等不文明行为进行教育
和劝阻。

下一步，明水街道将强化巡
查监管机制，对不符合产业政策
的企业坚决取缔，对无环评手续
企业严格管理，不得违规生产经
营，对取得环评手续的企业加强
监管。还将深入街道社区等多个
领域，开展形式多样的“守护蓝天
白云”主题活动。

巡查员到企业检查环评手续。

村村里里事事民民做做主主
官庄街道吴家村党建

引领聚合力乡村振兴正当时

本 报 7 月 2 6 日 讯
（记者 支倩倩 通讯
员 沈佳琦） 官庄街
道吴家村是全国文明
村、济南市首个中华孝
心示范村，先后被评为
全国敬老文明号、山东
省乡村文明家园省级
示范点、山东省泉城先
锋基层党组织，济南市
新农村建设十大行动
先进村。

村里事，民做主，
村民最有发言权。该村
扎实推进基层党建“四
会管村、五章理事、三
网惠民”治村模式，村
级重大事务实施五步
议事法，坚持民主议
事，民主协商制度，架
起了干群之间的连心
桥梁。村里还修订完善
了《依法治村章程》，

《朝阳社区管理规定》，
坚持依章依约办事，村
班子讲规矩，村民明事
理。

自2008年开始，吴
家村发挥区位优势，顺
应老百姓需求，开始规
划建设农村新型社区。
现已建成公寓楼 3 4栋
1320户。累计投资3200
余万元，高标准建设闯
关东文化广场，配套建
设社区服务中心、沿街
商住楼、商贸市场、农
机大院、老年公寓。社

区内实现水、电、水泥
路、有线、网络宽带、天
然气、暖气“七通”，是
章丘区第一个接通天
然气的农村社区。该村
利用旧村拆迁的复耕
土地投资建设了吴家
庄园，先后建成智能连
栋温室和日光温室大
棚，建成一处“集药材
生产、加工、展销、科普
教育、观光、生态旅游
于一体”的现代中药材
示范基地同时为村内
贫困户和本村村民提
供广阔就业空间。

记者了解到，吴家
村 2 0 1 2年开始建设章
丘市首个中华孝心示
范村，积极开展“以孝
治村”活动。先后投资
1 1 8 0多万元在全区率
先建设“居家式养老”
模式的老年公寓两栋，
解决了社区9 1户老年
人的居住问题。出台
了尊老敬老规定等规
章制度，每年为 6 0 岁
以上老人支付合作医
疗、新农保、意外伤害
保险等费用，每年为
老人发放 1 2 0 0元的生
活补贴，为老人免费
查体。成立孝心艺术
团，开讲堂、做孝事、
定孝制，涌现出了韩
宪芝、张艳玲等20余名
孝老敬亲的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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