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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今日章丘

让垃圾分类引领生活“好风尚”
章丘区成立垃圾分类志愿服务队

本报7月2日讯（记者 支倩
倩） 为全力打赢垃圾分类攻坚
战，持久战，7月2日，章丘区举行
垃圾分类志愿服务队成立暨“百
名志愿者走进千个社区村居引导
万名市民”宣传活动启动仪式，这
标志着章丘区垃圾分类宣传工作
迈出新的一步。在接下来三个月
的时间里，章丘将以志愿服务为
载体，通过垃圾分类进社区、进村
居、进家庭等方式，广泛开展宣传
发动活动，普及垃圾分类知识，营
造全民参与氛围，推动市民习惯
养成。

宣传引导、对投放环节的督
导是做好垃圾分类的关键一环，
关系垃圾分类工作成败。垃圾分
类志愿服务队的成立和宣传活动

的启动，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广泛的
志愿服务活动，提高市民垃圾分类
知晓率、参与度和投放准确率。

如何让市民了解分类、愿意
分类、方便分类？“区垃圾分类宣
讲是新时代文明实践的重要组成
部分，我们宣讲团通过一系列活
动的开展，包括每周有害垃圾的
收集、知识有奖问答等，大家已经
对垃圾分类有了很大程度的了
解，如果市民想了解了垃圾分类
的相关知识，可以联系社区或者
物业，环卫中心会根据时间的安
排定期进行按垃圾分类的宣讲。
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和坚持，让
垃圾分类知识真正的入脑、入
心。”章丘区垃圾分类志愿服务队
成员之一逯文颖说。

垃圾分类直接关系我们每一
个人，关系整个城市品质。近年
来，章丘区以“源头减量、干湿分
流、末端建设”为总基调，坚持走

“末端处理倒逼前端分类”的路
子，突出党建引领、配套设施设
备、强化示范带动、广泛宣传引
导，相继建成了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厂，厨余垃圾生物处理中心，有
害垃圾存储车间、大件垃圾处理
中心等。总投资15亿元，日处理
2400吨的静脉产生园项目也以正
式签约，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垃圾
末端处理体系。截至目前，绣惠、
枣园、官庄、文祖4个示范片区和
33个试点社区（村）基本实现责任
主体、收运体系、公告制度、公众
参与“四个全覆盖”。

本报7月2日讯（记者 支倩
倩） 近日，章丘区投资促进局积
极整合现有资源，立足全区产业
发展实际，紧扣产业发展需求，绘
制章丘区产业招商地图，按图索
骥，精准招商，力促高质量“双招
双引”。

产业招商地图涵盖章丘区主
要招商部门、园区平台和交通干
线信息，同时明确章丘区重点招
引产业。来章投资单位可以从产
业招商地图中直接获取章丘区主
要园区的相关简介、主导产业、地
理位置和联系人信息，以及从宏
观上了解章丘区主要产业布局规
划等基本情况，并可以通过扫取
二维码从“投资章丘”和“明水经

开区”微信公众号浏览招商引资
前沿信息，公众号将根据实际情
况随时更新，快速便捷地为客商
提供高价值的投资信息，为章丘
区营造“亲商、重商、爱商、护商”
的创业兴业氛围。

章丘区交通干线四通八达，
济南国际机场坐落于城区西北
部，胶济铁路、济莱高速、济青高
铁、G309、S102横穿东西，潘王路、
S242、S244纵贯南北，2018年底建
成通车的济青高铁（章丘北站），
规划实施的济临高铁（章丘南
站）、轨道交通、济南大东环等重
大交通设施已延伸到章丘，10分
钟上高速、30分钟到济南CBD、30
分钟到机场的高效立体交通体系

正在形成。
招商用地空间布局图进一步

明确各类土地的具体位置、可利
用面积情况以及周边重点项目和
生活配套信息，为优质项目到章
丘区选址、落地提供精准导航。

下一步，区投资促进局、投促
中心全体招商干部将认真学习研
究产业招商地图，在学懂、弄通、
做实上下足功夫，全面详细掌握
章丘区产业布局规划、平台载体
情况、交通区位优势和土地利用
情况，抓好服务和要素保障，通过
招引、签约、落地和推进完善园区
平台配套设施，严格落实区委、区
政府关于精准招商的决策，为全
区实现新旧动能转换蓄积能量。

本报7月2日讯（记者 支倩倩）
近日，章丘区城管局采取“零口

供”办案模式，办理了一起擅自从
事餐厨废弃物收集运输活动的行
政处罚案件。该案当事人张某在整
个案件调查过程中，拒不配合执
法，采取沉默不语等方式拒绝提供
有价值的口供材料，大大增加了案
件的办理难度。

执法人员在公安、环卫等相
关部门积极配合下，对该案展开
了全面调查，经过多方调查取证

和大量基础信息采集，最终形成
了完整的证据链，张某擅自从事
餐厨废弃物收集运输活动的行
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执法人
员严格按照案件办理程序依法对
张某作出了行政处罚。

“综合行政执法的‘零口供’
办案模式，是在有效借鉴刑事案
件‘零口供’诉讼判决方式基础上
的积极探索，这一模式的探索实
施，为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排
除当事人拒绝配合调查取证、拒

不配合执法等干扰因素；依法认
定当事人违法事实、实施行政处
罚提供了新路径，大大减少了执
法人员与当事人的正面执法接
触，避免了执法矛盾的产生，有效
提高了行政执法的权威性和执法
效能”章丘区城市管理局相关负
责人说。

该案的成功办理，进一步形成
了“零口供”模式在行政执法领域
的章丘经验，对同类城市管理行政
案件办理提供了有益借鉴。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支倩倩
通讯员 李雪

让党组织成为
凝聚党员群众“主心骨”

岁末年初，突如其来的疫
情打破了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给广大党员干部带来了严峻
的考验。第一时间成立S102
和普邹路两个疫情防控检查
站临时党支部，在全域范围内
开展“挂党旗、戴党徽、亮身
份、做表率”活动、党员带着群
众干，在疫情防控攻坚战中考
验入党积极分子。

普集街道坚持抓基层党
建不动摇，以党建引领筑牢
疫情防控“红色防线”。从村

“两委”班子回应群众期盼公
开承诺225条服务办理事项，
到顺利实施39个涉及村庄规
模优化调整，从积极推进常
坡等软弱涣散党组织整顿工
作，到立足“党校+基地”开展
常态化党性教育，普集街道
紧紧抓牢落实基层党建责任
制这个“牛鼻子”，立足抓好
党建、搞好支部、带好队伍，
建设过硬的基层党支部班
子，让党组织成为凝聚党员
群众的“主心骨”。

树标杆担责任
打造作风优良干部队伍

作风建设是一项持久
战，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
功。普集街道聚焦转作风、提
效能，强化问题导向，注重统
筹结合，推动作风建设取得
实效。在队伍建设中改进作
风，突出抓好领导干部、机关
干部、村“两委”干部三支队
伍建设，一级做给一级看，一
级带着一级干，层层压紧、上
下互动，主动树标杆、担责

任，全力打造一支政治坚定、
担当实干、精神振奋、作风优
良的干部队伍。

在干事创业中锤炼作
风，人居环境整治，污水治
理，饮水安全，道路整治提升
等民生工程现场，普集街道
广大党员干部带头冲锋，重
任在肩，与时间赛跑，和天气
较量；直面问题不退缩，真抓
实改见成效，用实际行动彰
显责任和担当。在真管真严
中转变作风，普集街道突出
用好组织和纪检两种手段，
持续加强党风廉政教育，坚
决破除“庸、懒、散、拖”等问
题，教育引导全体干部明纪
律、知敬畏、守底线，形成狠
抓作风建设的强劲态势，以
作风大转变、环境大提升，推
动发展大跨越。

600余平方米的标准化便
民服务大厅内，人社、民政、退
役军人服务、协税、三资等部
门统一入驻，集中办公。设立
工作牌，公示办事流程，完善
工作机制，开展微笑服务和文
明窗口创建活动

普集街道始终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用“一
条龙式”便民服务实现群众

“只跑一次腿”，真正打通为民
服务“最后一公里”。围绕“以
人为本、民生为先”，不断提升
热线办理水平，持续完善“首
接负责制”，从办结时限、回复
质量、协同配合上精准发力，
确保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
音。聚焦低保、残疾、贫困户等
弱势群体，精准发力，着力解
决实际困难，筑牢民生保障安
全网。坚持安全惠民，强化属
地管理责任、部门行业监管责
任和企业主体责任，确保安全
生产形势稳定向好。积极推进

“大综治”建设，加大社会矛盾
纠纷排查调处力度，全面消除
负面隐患，提升群众的安全感
和满意度。

本报讯 为庆祝中国共
产党建党99周年，近日济南重
弹党支部开展主题为“庆祝建
党99周年暨全面降成本 大
干一百天主题活动总结”的党
建活动。

活动中，全体人员对《新
时代如何做合格党员》进行了
专题学习，根本目的是通过学
习，提升党员的党性锻炼，落
实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做一名
合格党员。各部门针对二季度
方大集团开展的“全面降成本

大干一百天”主题活动进行
了总结，公司全面、高效完成
主题活动，为党的生日献礼。

随后，全体党员重温入党
誓词，面对鲜红的党旗，全体
党员一起高举右手，再次庄严
宣誓，铿锵恢宏的誓词，强烈
震撼着在场的每一位党员。

通过此次党建共建主题
活动，进一步坚定信心，持续
深化党建引领作用，增强党支
部活力，实现党组织工作互动
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
提升党建水平，加强党员意
识、提高党性觉悟、拓展党组
织功能，充分展现党员的凝聚
力、战斗力，形成党建共建的
强大合力。

（王萌）

济南重弹开展

“庆祝建党99周年”主题党日活动

抓党建转作风，优服务促发展
普集街道以实际行动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今年以来，普集街道立足强基固本，求真务实，在抓党
建、转作风、优服务上持续发力，基层党组织战斗力不断激
发，党员干部向心力持续凝聚，为民服务执行力不断增强，
为街道各项工作全面协调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提供了
强力的保障。

章丘区城管局提高执法效能
探索实施“零口供”办案模式

章丘区产业招商地图正式发布
涵盖主要招商部门、园区平台和交通干线信息

各位领导为垃圾分类志愿服务队进行了授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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