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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走进梁水镇镇肖黄穆村穆秀朋

家的小院，仿佛进入了一个小菜园，畦垄

齐整、菜苗葱茏，整个院子整洁明亮，连犄

角旮旯都收拾得利利索索，没有杂物堆

放。“我特别喜欢侍弄花草，院子里有花有

草，才有生活气息！”穆秀朋提起自己种的

花草，脸上十分得意。

为深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梁水

镇镇积极启动了“百村齐动，千户先行”活

动，充分发挥村干部带领、党员带头、学生

带动“三带”作用，开展“美丽庭院”创建活

动，打造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现代化农

村人居环境。近日，镇政府组织机关干部

和两个学区部分骨干教师共 48名人员，

成立了“美丽庭院”验收工作小组。按照环

境卫生清洁美、摆放有序整齐美、庭院分

区协调美、植树栽花绿化美，庭院内外洁

化、序化、美化、绿化的“四美四化”标准，

对参与第一批创建活动的 340户学生家

庭入户验收，择优挂牌 260户“美丽庭院”

人居环境整治光荣户。

260户家庭，相同的称号，虽然讲述

着各异的美丽故事，却演绎着相同的美丽愿景。在梁闸村，侯

丹彤家的庭院门前明显比胡同内其他家干净整洁，墙根下还

种着几株凤仙花。进入院内，不大的庭院整洁卫生，树木和各

种绿植占去了一多半。每棵植物上都挂着一个小方纸牌，写着

“白蜡”“无花果树”“石榴树”“柿子树”等树名。稚嫩的笔迹，

一看就是出自小学生之手，很多小盆栽摆放得井井有条。“这

些都是孩子弄的，说是要把家里弄成一个植物园呢！”说起这

些“作品”，侯丹彤的父亲一脸自豪。他说，孩子从小就养成了

爱卫生的习惯，各个房间也整理得非常整洁干净，卧室墙面上

除了一张张奖状，还张贴了许多自己画的画作。

为巩固和扩大解放

思想大讨论工作成果，

进一步引导和激励全区

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

再出发，牢记使命勇担

当，根据市解放思想大

讨论意见建议征集长效

机制工作方案，结合我

区实际，《东昌时讯》开

通“民意直通车”，全区

广大群众、社会各界人

士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在网络留言板上填写您对我区发展

的意见建议，或您身边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将对收集到的

群众意见、建议及时转办至相关部门。

文艺活动丰富社区生活
8月 9日，新区街道王卷帽社区文艺爱好者正在排练节目。

为丰富社区居民文化生活，建设社区文明高地，新区街道积极发展社

区文艺队伍，辖区文艺爱好者踊跃参与，为群众性文艺活动增添了更多

的色彩，成为社区文化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孟庆朋 摄

柳园街道
坚守一线防御“利奇马”

柳园讯 为充分做好“利奇
马”防汛工作，8月 10日 14时，
柳园街道接到预警信息后，高度
重视，全面安排部署，要求各科
室、各社区迅速到岗，做好防汛
值班，街道全员坚守一线，全力
以赴做好防汛工作。

10日下午，街道全面排查危
旧房屋、棚改征收区域、行道

树、户外广告牌等重点部位，及
早发现易坠落、易坍塌、易积
水、易拥堵的点位，采取必要措
施防止汛期出现危险。各社区值
班人员在各社区危房及易积水区
域张贴紧急通知并对薄弱区域进
行实地查看，告知住户尽快搬
离，叮嘱居民做好准备，切实做
好自身安全防范。

8月 11日上午，街道及各社
区值班人员对积水点、排洪沟、
水闸再次全面检查，在重点积水
小区及路面用潜水泵抽排家中积
水，排查有无坍塌、雨水倒灌、
排水不畅等问题，确保防台风防
汛响应到位，保护辖区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杨晓翠）

我区开通“繁森号”
红色之旅定制公交

东昌府讯 为弘扬繁森精神，打造“移动党性教育红色主题文化”宣传
阵地，聊城公交集团于 8月 8日开通“孔繁森爱国主义红色之旅”繁森号定
制公交专线，该线路为聊城市首条红色文旅公交专线，全程 21公里，起点
为凤凰台，途经孔繁森同志纪念馆，终点为孔繁森同志故里———堂邑镇五
里墩村。五里墩村为孔繁森同志故里，村内现有孔繁森陈列馆、孔繁森故
居，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今年全省四大干部学
院之一———孔繁森干部学院将在五里墩村开工建设。

市派“双联共建”工作组五里墩村第一书记———孔繁森同志纪念馆支
部委员、副研究员李光同志与堂邑镇党委以该村发展红色旅游、弘扬繁森
精神为契机，积极协调上级有关部门，组织专门力量勘测路况、规划路线、
设置站点，及时开通了公交线路，为助推红色文旅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田红伟）

中国体育彩票 2019年全国国际象棋
青少年锦标赛（团体）在我区举办

东昌府讯 8月 12日，中国体育
彩票 2019年全国国际象棋青少年锦
标赛（团体）在我区举办，国家体育
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中
国国际象棋协会副主席、中国国际
象棋国家队总教练叶江川，副市长
田中俊，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
市教育和体育局党组书记马保杰，
副区长王怀福出席开幕仪式。

田中俊在讲话中指出，全国国际
象棋青少年锦标赛（团体）在东昌府

区举办，这是对东昌府区全民健身
工作发展的肯定，对于国际象棋运
动在东昌府区的普及和推广，推进
全民健身运动发展，建设智慧人文
城市，提升市民文明素质，必将起到
积极的推动作用。

王怀福表示，东昌府区作为第七
个“全国国际象棋之乡”，拥有五所
国家级“国际象棋特色学校”，十余
万国际象棋爱好者；2017、2018先后
承办了中印国际象棋对抗赛、中国

国家队对“一带一路”世界联队国际
象棋对抗赛两场国际赛事；连续五
年承办“全国棋协大师赛”，历届人
数达到全国之最。东昌府区将倍加
珍惜这次办赛机会，努力将其办成
一届特色鲜明、亮点频出、水平一流
的体育盛会，办成一届增进友谊、加
强交流、深化合作的发展盛会，全面
展示“江北水城·运河古都”的形象
魅力。 （郭龙君）

这里农村“三资”监管有新招
———东昌府区首创山东省村级集体资金支付平台

孟庆朋 武晓华

“古楼街道聊堤口村大集南大门损坏
进行整修，一共花费了 400元。”近日，聊堤
口村报账员胡美廷通过村级集体资金非现
金支付管理平台，上传了 5份影像资料：
《村级支出使用报账表》、报销单据、维修费
用发票、维修施工现场照片、施工方负责人
身份证复印件。

在《村级支出使用报账表》上，不仅有
村居委书记李庆飞的签字和村居委公章，
还要有村务监督委员会 5名成员的签字，
并加盖村务监督委员会章。所有资料规范
填写上传后，提交到街道监管员系统，监管
员对上传资料和上报的原始单据进行一并
审核，审核通过后上传到财务总监系统，不
合格则与退回。财务总监重新审核单据和
上传信息，并审查报销事项是否合法合规，
如无异议点击通过，拒绝通过的注明原因
系统退回。财务总监审核通过的报销事项
经分管领导签字审批后，平台直接将费用
支付到施工方。

在古楼街道操作平台上看到，每一笔

报销事项，不管数额几百元，还是上万元，
申报都是严格按照流程有序进行。“我们古
楼街道是前期试点之一，于 2018年 8月正
式启用村级集体资金非现金支付管理平
台。截止到 7月 9日，平台提交申请 560
笔，申请金额 2100.13万元，审核通过 525
笔，通过总金额 1936.84万元，未审核通过
35笔，金额 163.29万元……”问及运行情
况，古楼街道党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李刚
详细地介绍起来。

为进一步规范村级集体“三资”管理，
从源头上预防和遏制腐败现象发生，我区
创新村级资金非现金支付运行方法。由区
农业农村局牵头，以村级资金管理作为切
入点，运用“互联网 +”、大数据等手段，
开发村级“三资”管理系统，首创全省非
现金支付平台。“自 2018年 8月以来，选
定包括古楼街道在内的 5个镇街进行‘管
理平台’试点运行，2019年 6月在我区全
面铺开，纳入非现金支付平台监管资金达
13.39亿元。”区农业农村局局长刘德政介

绍。系统正式运行以来，共受理申请支付
资金 2018笔，成功支付 1947笔，金额
5797万元，驳回 71笔，金额 379.2万元。

为规范平台运行，我区专门出台了
《东昌府区村级资金非现金支付管理暂行
办法》，对线上办理预算编制、收入、支
出等审批业务流程进行规范，确保“制度
管人、流程管事”。结合村级事务“五代
理”制度，依托街道经管站，在三资委托
代理服务中心基础上搭建银农直联、村级
公务卡、资金审批等功能，实现了支付前
全程审批，支付中全天候监管，支付后全
过程追溯。资金往来结算全部通过“村务
卡”进行，实现了非现金支付，最大限度
降低了廉政风险。

村级“三资”管理，历来是农村各项
工作的“牛鼻子”，也是容易出现问题的
重点，“微腐败”治理不好，可能变成

“大祸害”。“目前，我区村级集体资金非
现金支付管理平台运行良好，共排查堵塞
漏洞 68处、涉及资金 178.86万元。群众

对村级资金使用的知晓率、满意度不断提
升。”区农业农村局经管站站长姚立春说，

“自 2018年 8月管理平台试运行以来，5
个试点单位无一人因村级资金使用违规违
纪而受到党纪政务处分。”

据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王辉堂介绍，
“三资”管理系统运行过程中，区纪委监
委、区农业农村局持有监管秘钥凭口令查
询，实现网上监督。“三资”管理系统实
现了村报帐员、街道监管员、街道财务总
监、区农业农村局农经部门四级监管，织
牢了“审核审批实时在线、各个环节留痕
记录、资金支付网银转账”的财务监管体
系，有效杜绝了违规操作，彻底扭转了以
往村级财务管理方式落后的局面。

“推行村级资金非现金支付，由‘人管
钱’转变为‘制度管钱’，促进农村‘三
资’管理制度化、规范化，能够有效杜绝
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微腐败’。”区委常
委、区纪委书记、监委主任丁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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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统战部组织各民主党派来
我区调研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东昌府讯 8月 9日，市委统战部组织全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
派人士来我区，就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进行观摩调研。区委挂职副书
记、区创城委常务副主任李强陪同活动。

调研组一行先后到古楼街道向阳社区，新区街道王卷帽社区，柳园街
道运河苑社区、利民社区等地查看创城情况，并听取了我区创城工作情况
汇报。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启动以来，我区坚持问题导向，理顺工作机
制，强化宣传、统筹城乡、兼顾各方、搞好结合，推动所有镇街园区、所有行
业系统纳入到文明城市创建范围，由单纯的城区创建、在职人员创建，向
全域创建、全面创建、全城创建转变，在全区迅速掀起了创城工作新高
潮。

调研组对我区创城工作开展情况给予充分肯定，并表示要继续发挥人
才荟萃的优势，多提出一些针对性强、操作性高的报告和建议，推动城市
管理水平和市民文明素养全面提升。

（孟庆朋）

我区积极实施粮食绿
色高质高效创建项目
东昌府讯 为进一步提高我区粮食生产效益，巩固提升我

区粮食综合产能，促进全区农业生产发展，我区积极筹措资
金支持我区粮食绿色高质高效创建项目实施。

开展实施粮食绿色高质高效创建项目是深入贯彻落实中
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粮食安全战略决策部署的要求，也是
确保我区粮食安全的需要。我区是典型的农业大区，先后获
得“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全省农产
品质量安全县”等荣誉称号，是国家商品粮生产基地县。实施
该项目将使我区粮食生产更上一层楼。粮食绿色高质高效创
建重点围绕攻关区、示范区、辐射区“三区”建设，投入财政资
金 500万元主要用于物化投入、开展社会化服务和技术指导
服务。通过项目实施，将进一步加快实现粮食生产良种化、标
准化、绿色化、机械化和服务全程社会化“五化”目标，有效减
少淡水、化肥、农药使用量，将进一步带动全区粮食生产绿色
高质高效发展。

（荣华 杨继锋）

刘培国主持召开防汛
防台风工作调度会
并现场查看雨情汛情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东昌府讯 8月 11日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刘培国主持召开防汛防台

风调度工作会，听取镇(街道）、园区防汛防台风情况，并对防汛防台风工
作进行进一步安排部署。副区长庞庆法参加会议。8月 12日上午，刘培国、
庞庆法到侯营镇、沙镇镇、张炉集镇、梁水镇镇现场查看雨情汛情。

刘培国要求，各镇(街道）、园区要积极落实防汛措施，重点抓好险工险
段、农田水利、低洼易涝地段的防控工作，确保安全度汛。要对危旧房屋、
危旧院墙等重点隐患部位进行排查，确保孤寡老人等弱势群体的人身安
全。要做好蔬菜大棚加固、开沟排渠等工作，增强大棚设施抗击风雨的能
力。对于部分出现积水的田地，要及时排出积水；对于个别倒伏的树木，要
迅速处理，就地扶正种植，最大程度减少群众损失。要严格落实“河长制”，
做好河道巡查工作，确保河道行洪畅通。

刘培国强调，各有关部门要做到重点监测要到位，密切监视风情雨情
水情发展变化，加强合作及时预警，加强信息发布、巡查督查和雨情灾情
报送等工作。各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要率先垂范，严格落实防汛工作领导
带班和 24小时值班制度，时刻保持通讯联络畅通，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
够及时报告并做好应急处置。

（郭龙君 孟庆朋）

古楼街道
全力以赴抗台风 精准扶贫显真情

古楼讯 “没想到，这么大的
雨你们还来看我们。”8月 11日，
贫困户陈宝柱激动地说道。当
日，铁西社区扶贫专管员在第一
时间赶往陈宝柱家，将陈宝柱从
家中转移至其侄子家，耐心做好
安抚和思想工作，并叮嘱他们注
意安全，尽量不要外出，如有任
何情况及时与扶贫专干联系。

连日来，今年第九号台风
“利奇马”影响山东等地，风雨
不停。古楼街道全体帮扶责任干
部，帮扶责任人及扶贫专干分别
到各自帮包的贫困户家中查看房
屋情况，确保每一户贫困户在汛
期的居住安全。

在台风“利奇马”来临前，
古楼街道各社区帮扶责任人对各

帮包贫困户提前做出了指导提
醒，同时社区积极做好了应急措
施和安全防范工作。

目前，该街道台风防范工作
正有条不絮地开展，社区工作人
员采取 24小时值班制，坚守在抗
风防灾第一线，密切关注台风动
态，严阵以待，确保将台风可能
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 (朱琳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