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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月25日，枣庄市全民国防教育会议召开。市国
动委副主任、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宋丙干出席并讲话，市
国动委副主任、枣庄军分区司令员王普照主持，市委常委、
市国动委副主任、枣庄军分区政委韦昌进，市国动委秘书
长、枣庄军分区副司令员王世克出席会议。

会上，韦昌进总结了2019年全民国防教育工作，部署了
2020年工作任务。

就抓好我市全民国防教育工作，宋丙干强调，要认清定
位，不断强化全民国防教育的使命担当；要正视差距，准
确把握全民国防教育的着力重点；要创新实践，戮力开创
全民国防教育的新局面。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主动作为，
创新方式、深化融合，聚军地合力推动全民国防教育事业
迈上新台阶，为助推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
献。 （记者 任翔）

市全民国防教育会议召开

本报讯 3月25日上午，全市民政系统疫情防控暨民政工
作视频会议召开。副市长刘吉忠出席并讲话。

刘吉忠要求，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好新时代民政工作的基
本要求，准确把握民政工作的政治性，准确把握民政工作的
群众性，在服务党委政府工作大局中展作为。要展现新作
为，围绕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进一步强化兜底保障政治责
任；围绕“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筑牢基本民生保障

“安全网”；围绕应对人口老龄化，着力扩大养老服务有效
供给；围绕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深入推进基层政权建设
和城乡社区治理；围绕依法管理、激发活力，推动社会组
织、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高质量发展；围绕惠民便民高效，
努力优化专项社会管理服务。全市民政系统要以更加昂扬向
上的精神状态和真抓实干的作风，扎实推动全市民政事业实
现高质量发展。 （记者 孙秋实）

扎实推动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滕州讯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
给原本“黄金周期”的文化旅游行业带来
了巨大经济损失。为帮助文旅企业渡过难
关，滕州市文旅局迅速行动，按照“突出
重点、统筹兼顾、分类指导”的原则，坚
持两手抓、两手硬，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
细疫情防控工作，扎实推进文化旅游企业
复工复产，为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双胜利贡献力量。

该局及早策划、周密部署，率先下发
《关于疫情防控期间规范文化旅游企业复

工复产工作的通知》，明确复工复产企业
范围、申报程序、防控标准等，让计划复
工复产的文旅企业清晰明了、快捷高效地
提前筹备；成立旅游企业复工复产和文化
企业开业开馆两个工作专班，第一时间深
入到符合复工复产条件的企业实地检查，
详细查阅企业疫情防控及复工复产工作方
案和应急预案，调取防疫物资储备和人员
健康排查台账，实地查看物资储备室、隔
离观察室、房间消毒设备、安全生产检查
台账等，指导企业严格按照复工复产标准

和要求，抓好贯彻落实。目前，全市已有
2家星级旅游饭店和16家书店开业运营。

该局找准政策支持“关键点”，及时
将各类支持文旅企业发展的相关政策，通
过官方网站、微信、电话等渠道，全方位
向全市600余家文化旅游企业进行宣传，
做到应知尽知。细致梳理上级支持文化旅
游企业发展的各类政策，汇编政策“干
货”指南，指导文化旅游企业按照要求积
极申报，做到文化旅游企业应享尽享、应
得尽得。

打赢疫情阻击战，严管防控是关键。
该局成立工作专班，每天继续对实施关闭
的公共文博场馆、文化旅游企业进行现场
抽查，督促落实消毒杀菌措施，建立消毒
消杀工作台账，保持清洁卫生，进一步落
实落细疫情防控措施，持续加大疫情防控
监管力度，防止出现反弹和私自营业。目
前，工作专班累计检查45次，共抽查公
共文博场馆、文化旅游企业700余家。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田璐）

滕州：精准施策有序推进文旅企业复工复产

本报山亭讯 疫情防控以来，山亭区
司法局以深化法治护航企业发展为抓手，
找准司法行政与护航企业的结合点，持续
深入开展法治宣传、矛盾调解、法律服
务，为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提供坚强
法治保障。

强化疫情防控法治宣传。组织开展
“疫情防控·法治同行”法治宣传教育活
动，加大对传染病防疫法律知识、劳动合
同、工资工时等相关劳动法律法规的宣传
力度，发布律师公益法律服务案例、疫情
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法律服务指引30余

条。积极落实行政执法机关和行政执法人
员“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在疫情
防控执法工作中同步开展有关法律法规宣
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增强法治意识，依法
支持和配合疫情防控工作。

强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针对企业复
工复产，对企业容易发生的劳动争议问题
进行法律提示，最大限度地帮助企业化解
争议案件。建立村居调解微信工作群，实
现基层人民调解员与村居法律顾问工作实
时对接，充分发挥村居法律顾问调解前置
和快速处理化解纠纷优势，积极参与企业

矛盾纠纷化解为调解组织和调解员调解企
业矛盾纠纷提供法律政策指导。完善人民
调解、行政复议、仲裁、诉讼等多元化纠
纷解决机制和重大纠纷、重点领域联调机
制，持续实现矛盾纠纷调处成功率98%以
上的目标。

强化疫情防控法律服务。深入开展
“优化法治环境·法惠民企”法律服务活
动，认真研究企业复工、生产经营、合
同履行等法律问题，制定护航企业发展
具体措施清单，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律服
务和指引。组建由律师、公证员、法律

工作者组成的法律惠企服务队，为企业
提供专业免费的“法治体检”服务，帮
助企业预防和化解法律风险，推动企业
健康发展。

强化疫情期间行政执法监督。在企业
复工复产之际，加大对行政执法部门行政
执法监督的力度，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
法，督促各执法部门有法必依、执法必
严、违法必究，采取最严格和规范、最有
利于保障企业复工复产的行政执法措施，
为疫情防控阻击战保驾护航。

（记者 刘振江 通讯员 刘慧）

山亭：“四强化”为企业复工提供法治保障

自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打响以来，
台儿庄区公安分局关注民警战疫期间心
理健康，及时邀请心理咨询师为一线参
战民警开展心理健康服务。

图为3月23日，心理咨询师为民警
进行心理疏导。 （高启民 摄）

开展心理咨询
呵护“疫”线民警

3月11日，台儿庄区涧头集镇小山子
村党支部书记王明进已在村口的疫情防控
卡点坚守了48天。

自大年初一开始，为了小山子村628
户，2400多名村民的健康与安全，村党
支部先后6次召开全体党员会议，要求全
体党员一定要同心协力打好疫情防控阻击
战。村党支部书记王明进率先垂范，从疫
情防控开始，要求党员做到的自己首先做
到，带领全村党员干部不分昼夜奋战在防
控一线，当好排头兵，树立好榜样。“作
为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关键时刻要豁得
出、顶得上、靠得住，才能赢得群众的认

可，才能激发村民搞好疫情防控的信心和
决心。”王明进这样说。

在台利公路穿村而过的小山子村东头，
一个棚子、一张小桌、几个凳子组成了疫情
防控的卡点。寒风凛冽的冬夜里，困了、累
了，坐在椅子上稍作调整；饿了、渴了，也只
能以泡面勉强凑合。全村党员凭着内心的
信仰和责任担当，硬挺在疫情第一线，用自
己的血肉之躯为身后的人民筑牢健康防线。

在村中心道路的墙面上，大红色的
《小山子村疫情防控爱心捐赠名单》格外
醒目，名单上有党员干部，但是更多的是
农民群众，他们心中有杆秤，为了表达对

全村党员干部的感激之情，纷纷捐款捐物
支持疫情防控。

村疫情防控档案盒里，一页页手印鲜
红的请战书，犹如一声声铿锵有力的誓
言。一份份捐款物资的记录表，无不彰显
出民心在疫情防控中凝聚，堡垒在疫情防
控中加强的正能量。

在复工复产与疫情防控叠加的关键时
刻，虽然疫情防控工作已坚持了 48 天，
但是每天早8点，小山子村的党员干部依
然按照职责分工，分别深入扶贫大棚、扶
贫工厂进行消毒、查测温，宣传如何做好
春季生产中的疫情防控，检查督促扶贫工

厂各项疫情防控措施的落实。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

年，也是脱贫攻坚之年，全村贫困户如期实
现脱贫和收入稳定是大事。打好疫情防控
战、扶贫攻坚战、春季农业生产战，我们重
任在肩责无旁贷。”王明进介绍说。为减少
群众出行频次，避免疫情传播，解决群众春
季生产所需化肥、农药等春耕等难题，王明
进主动联系销售商将相应物资送到群众家
中，因为季节不等人，农时更不等人，为了
全面打赢扶贫攻坚战、疫情防控战、农业生
产战，王明进爱洒乡亲情未了，带领全村党
员干部依然奋斗在农村一线……

爱洒乡亲情未了
——记涧头集镇小山子村党支部书记王明进

柴学刚 张涛

本报讯 由于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
响，多家电厂煤炭库存不断告急，逼近

“警戒线”。面对电煤需求紧张、疫情防控
进入复杂严峻的关键时期，枣矿集团滨湖
煤矿充分展现国企的责任担当，发挥矿井
智能化、自动化和安全生产水平高的特
点，组织部分人员复工复产，确保了疫情
防控期间的电煤供应。

为了更好地完成战疫情、保电煤工
作，该矿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
干部在疫情防控中的战斗堡垒作用，不断
加大思想教育力度，利用抖音平台、工广
LED 大屏、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全方
位、立体化宣传上级系列会议精神和疫情
防控战线上的先进典型，制作疫情宣传牌

板、条幅，张贴温馨提示、宣传图报100
余张，构筑群防群治严密防线，为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思想保障。

“自2月3日恢复采煤生产以来，累计
发运煤炭共计12000余吨，确保客户应急
需求。”该矿煤质运销科科长魏晶说。

该矿牢固树立“抓疫情防控就是抓复
工复产、抓复工复产就是促疫情防控”的
思想，积极部署落实疫情防控期间的安全
生产工作，一手抓科学防疫情，一手抓统
筹保安全生产，第一时间成立了疫情防控
处置和安全生产领导小组，矿班子成员全
部到岗，靠前指挥，建立落实零报告、日
调度等8项临时性管制措施。同时，最大
限度压缩返岗人员，单班入井人员控制在

50人以内，采煤区队采用“三六”制作业
方式，一班检修、两班生产。洗煤、销售
根据生产情况，按照优先保电煤、保民生
的思路，科学优化客户结构，实施两天集
中一次入洗、销售。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接到部分复工复
产通知后，我第一时间就报名了，关键时
刻能为企业作贡献，我义不容辞。现在我
们每天都测体温，上井后还可以到餐厅免
费就餐，为了保障我们复工后的生活，矿
上也是用心了。”该矿综采工区职工褚晨
说。

为做好部分复产人员的身体健康和生
活保障工作，该矿紧急储备了口罩等防疫
物资，保证了复产急需。成立疫情防控工

作队，在矿大门和副井口设立联合检疫防
疫站点，集中力量每天对副井口、“两堂一
舍”、会议室、罐笼、缆车、人行车等人员
密集场所进行消毒灭菌，为入矿、入井人
员监测体温，保障了留勤人员安全健
康。

“面对严峻的疫情，组织提前复工，对
我们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为确保安全复
工、科学复工、精准复工，先后制定了严
密管控措施。目前，全矿生产秩序平稳有
序，实现了达产达效。”该矿矿长邓涛说，

“下一步，我们会全力保障电煤稳定供应，
履行社会责任，体现担当作为，为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贡献力量。”

（记者 刘振江 通讯员 孙冬）

滨湖煤矿：精准施策保障复工复产平稳有序本报台儿庄讯 近日，台儿庄区民政局工作人员、邳庄镇
负责同志等一行人驱车到邳庄镇尚庄村留守儿童王士豪、王文
博家中，为他们送来了米、面、食用油等生活物资。

据了解，王士豪的父母在一年前离婚，两个孩子随父亲
居住。爸爸是一名大车司机，几天前，因工作需要随车出
发。区民政局得知这一情况后，及时安排人员到家看望，并
协调镇政府、村委会与监护人签订 《委托监护协议书》，落
实好监护主体责任，确保疫情防控期间孩子们生活稳定、身
体健康。

当前疫情防控工作已进入关键时期，台儿庄区民政局统筹
疫情防控和民生保障工作，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对社会散
居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农村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关爱保
护，坚持疫情防控和民生保障“两手抓”，全面开展儿童领域
大排查，及时掌握情况，对生活困难的儿童家庭及时跟进，发
放基本生活费，落实各项保障措施，切实做好困难群众疫情防
控和生活救助保障工作。

（记者 王兆虎 通讯员 梅寒霜 谢依含）

台儿庄：

关爱留守儿童“一个都不能少”

本报讯 近日，由市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带队的市派高新
二组，大力实行“三查”、“三助”、“四送”的“334”工作
法，下沉一线搞调研、摸准实情定对策，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工作组进驻后，第一时间到社
区、村、企业走访调研并组织座谈，通过查隐患底数，防输入
风险；查个人防护，防懈怠行为；查人员管理，防聚集传播的
方式，掌握各工作点的基本情况。

工作组充分发挥派出单位资源优势，不等不靠、主动协
调，开展“点对点”指导服务，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助点防
控，送防疫物资，积极联系供应渠道，主动向防疫物资储备不
足的企业进行捐赠；助企复工，送发展政策，让普惠政策“雪
中送炭”、让帮扶措施“精准滴灌”；助民就业，送顺畅出行，
将村居复工复产人员健康卡办理工作作为重要督导内容，保障
复工群众顺利出行。

同时，工作组时刻将群众冷暖记在心上，从群众最关心、
最急迫、最需要的事情入手，用心用力解难题、纾民忧、惠民
生。送学习用品，助生复学，向学生群体普及防疫知识，为复
学做好准备；送生活物资，助贫解困，为困难群众生产、养殖
提供支持帮助，解决燃眉之急；送消杀物资，助力防疫，真正
做到全面彻底、不留死角；送技能岗位，助民就业，帮助更多
人员提高技能、实现就业。 （记者 刘豹）

“334”工作法
助推“四进”攻坚行动

本报薛城讯 为提升防控疫情期间药品零售监管效能，维
护药品市场稳定，近日，薛城区市场监管局以微信群为平台，
积极探索“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模式，受到业户和基层监管
人员好评。

线上通知，线下核查。该区将辖区内220家药品零售连锁
企业总部负责人、质量负责人和单体药店主要负责人全部纳入
微信群，下发文件、传达精神、安排工作均通过微信实时发
布，“一键发送、通知到家”，随后再由基层监管人员上门检查
落实情况，查缺补漏。

在线答疑，实时沟通。药品经营领域监管严格，专业性
强，为帮助经营单位充分理解监管要求、严格落实各项措施，
该区市场监管局还将相关科室及7个监管所的负责人一并纳入
微信群。企业负责人有问题的可在群里直接询问，能够直接解
答或解决的实时解答解决；不能直接解答或解决的，要求在
24小时内对经营单位给出明确答复。

预约核查，便民高效。对于需要到药店现场核查的工作，
为减少业户等待时间，实行现场核查预约机制。监管人员提前
与业户通过微信约定业务办理时间，到时直接上门进行核查，
尽量避免了检查工作对业户正常生产经营的过多干扰。

该区市场监管局负责人介绍说：“采取线上线下一体化监
管的方式，不仅减轻了基层工作负担，也受到业户的好评。对
于监管人员，从微信群下通知就节省了一遍上门下通知的过
程，在特殊时期相对减轻了工作量。对于业户来说，能够更加
及时、直观地了解政策文件要求，对违法违规的后果认识更
深，更加自律经营。” （记者 姜爱民 通讯员 刘玉龙）

薛城：

创新模式提升药品零售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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