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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招大引强力度 加速项目建设步伐
高新区双招双引暨重点项目建设调度会议召开

3月21日，高新区双招双引暨重点项
目建设调度会议在管委会十楼会议室召
开。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王
广部，区主要领导夏同强、韩耀辉、韩昉
等出席会议。

会上，各部门单位分别以PPT的形式
汇报了承担的“双招双引”任务进展情
况、重点项目帮包推进情况；各街道汇报
了承担的外资任务进展情况。

就做好下一步工作，王广部强调：一
要坚持问题导向。要敢于直面问题，找准
差距，做到心中有数；要善于抓住矛盾，
及时有效地破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要提
高招大引强的力度，多招引优秀项目，补
充短板；要及时解决重点项目在土地、规

划、资金等方面的制约瓶颈，加速推进项
目建设步伐；要实现国家级人才和平台上
新的突破，通过招引高层次人才，吸引技
术落地。二要坚持质效为本。要提升工作
标准，提高工作效率、办事效率，强化工
作质效，与抬标进位做好结合，做到谋定
而后动，实现高效率运转。三要严格开展
考核工作。要高度重视绩效考核工作，坚
持工作有目标，考核有尺度，奖惩有依
据，构建优绩优酬，差绩低酬的绩效考核
体系，通过严格的考核，客观公正真实地
体现出工作实绩，构建新的考核评价机制
和工作运行机制，不断加快高新区抬标进
位整体步伐。

(李高澍 摄影报道)

3月19日，高新区企业股改上市工作推进座谈会在管
委会九楼会议室召开。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
王广部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邀请中泰证券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志伟作了股改上
市政策宣讲及实际案例讲解。与会人员就企业股改上市中
存在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王广部强调，企业股改上市是建立和完善现代管理制
度、促进转型升级的需要，是企业发展壮大的重要途径，

也是建设“创新创业创富产业新区”的迫切需要。要强化
共识，企业和相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加快企业股改上市的重
要意义，把加快培育企业股改上市作为全区工作的重中之
重；要进一步完善扶持政策，抓好重点企业的上市突破，
采取“分类指导”、“一企一策”的方式，集中精力帮助企
业解决难题，区各有关部门要全力做好各个层面的协调服
务，确保上市顺利推进；要加强企业挖掘培育，要加快产
业、企业培育力度，加快重点项目建设步伐，不断壮大股

改上市后备资源；要加强督导调度，要进一步增强企业股
改上市的紧迫感和责任感，要充分发挥区股改上市联席会
议协调推动作用，每月召开一次联席会议；要加强协调服
务力度，对拟上市企业开展摸底梳理，制定每家企业股改
上市日程表，及时帮助企业解决股改上市存在的问题困
难，凝聚各方力量，合力为企业股改上市营造良好的发展
环境。

(周琛)

高新区企业股改上市工作推进座谈会召开

为推进高新区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加强全程追溯
推广，近日，重要产品追溯平台签约仪式在互联网小镇举
行。区投促局与相关企业负责人参加了签约仪式。

签约仪式上，高新区投资促进局、新溯源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与谷舍生香食品有限公司、健袖生态科技有限公
司、奥华生态农牧、甄沃食品电子商务公司等多家企业进
行了签约。

据了解，山东新溯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将市场化引导
客户线上使用追溯电商平台采购，全面整合、升级、规
范、优化现有配送商，招商大型智能分拣配送公司。用客
户的实际交易倒逼配送公司、种植养殖基地、食材源头企
业，将拥有溯源追溯信息、农药残留检测信息、智能分拣
信息的食品食材真实自然的流通，有效助力枣庄市食品安
全。 （侯汶利)

高新区举行重要产品
追溯平台签约仪式

连日来，兴城街道疫情防控工作组和杏峪村“两委”
干部在抓好防疫工作的同时，戴着口罩走在高新区凤凰绿
道上，通过流动喇叭向沿路村民“喊话”，提醒村民防疫
防火“两不误”。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正处于关键攻坚期，加之正
值春耕之际，气温持续回升，群众开展春耕春种等农事活
动，火灾隐患较大，森林防火形势相当严峻。兴城街道杏
峪村主动担当，履职尽责，在打好疫情防控攻坚战的同
时，始终不忘筑牢森林防火安全墙，为疫情防控创造良好
社会环境。

杏峪村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按疫情防控责任
体系，明确森林防火到组到山头到人的责任。组织村“两
委”干部、志愿者、护林员等上门宣传，并通过大喇叭、
宣传横幅等方式，加大森林防火宣传力度。

做好野外劳作和上山村民的防火教育和人员管理，并
加强中小学生等重点人群的监护责任落实；加大巡查力
度，严禁人员带火进山入林；严禁村民在野外焚烧秸秆、
烧地边、烧垃圾等用火行为。

强化责任追究。充分发挥村“两委”成员、党员突击
队、护林员作用，对本村森林火灾隐患进行全面排查，实
行网格化管理，做到全覆盖，无死角；坚决封住山、看住
人、管住火，做到野外不冒烟。对不听劝阻造成森林火灾
的，坚决依法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 (王懔洋)

防疫不松懈 防火不耽搁
兴城街道筑牢森林防火安全墙

根据省、市“四进”攻坚行动安排部署，由市红十字会
党组成员、副会长郑洪玲任组长的市派高新区二组，大力实
行“三三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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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工作，“四
进”攻坚行动取得初步成效。

“三查”抓疫情防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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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了各工作点的基本情况。一是查隐患底数，防输入风
险。在与基层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基础上，工作组确定了外
防输入的重点任务，广泛发动群众提供境外返回人员信
息，并给予真实信息的反映人 1000 元奖励，确保辖区内
在境外留学及务工人员摸排到位。截至目前，松江社区有
1人在美国务工、1人在德国留学，均无返回意愿；洪洼村
4 人持有出国护照，但均未外出。二是查个人防护，防懈
怠行为。工作组每天通过明察和暗访形式，对松江社区、
洪洼村有关卡点和附近门市，特别是没有物业的兴仁中学
公寓、润康公寓、青青花苑等小区开展经常性督导，确保
卡点管控不放松。同时，积极倡导“口罩文明”，指导居
民和复工商家正确佩戴口罩，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三是

查人员管理，防聚集传播。密切关注睿诺柔性电子元器件
项目3名外地设备调试人员和15名外地施工人员工作生活
情况，及时掌握其行程，并要求企业落实测温、通风、消
杀等措施，确保不发生聚集性感染问题。认真抓好辖区内
红白喜事活动应急处置工作，及时上门提醒，避免人员聚
焦。

“三助”抓复工复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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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助点防控，送防疫物资。在了解
到睿诺光电口罩等防疫物资储备不足时，工作组主动送去
了自用的口罩及酒精，同时积极联系供应渠道，捐赠了84
消毒液五桶 250 斤。二是助企复工，送发展政策。全市服
务企业发展保障经济运行视频会议召开后，工作组及时将
李峰书记和石爱作市长的讲话传达给企业，并积极宣传人
社、发改、工信、金融等部门服务企业发展的利好政策，
真正让普惠政策“雪中送炭”、让帮扶措施“精准滴灌”。
三是助民就业，送顺畅出行。工作组将村居复工复产人员
健康卡办理工作作为重要督导内容，要求有关单位提高工
作效率，保障复工群众顺利出行。目前松江社区和洪洼村

已为需要外出务工人员办理山东省健康卡471张，做到了应
办尽办。

“四送”抓民生保障。工作组时刻将群众冷暖记在心上，
从老百姓最关心、最急迫、最需要的事情入手，解难题、纾民
忧、惠民生。一是送学习用品，助生复学。工作组先后发放

《中小学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指南》《关于组织收看学校
开学前疫情防控规范培训特别节目的通知》等，向学生群体普
及防疫知识，为正式复学做好准备。积极协调团市委、市青年
发展中心为兴仁街道困难青少年群体捐赠50个“学习包”，确
保困难学生一个也不掉队。二是送救助资金，助贫解困。积
极协调市红十字会捐款3万元，用于救助兴仁街道辖区贫困
家庭，为困难群众生产、养殖提供支持帮助，解决燃眉之急。
三是送消杀物资，助力防疫。工作组先后为洪洼村、松江社
区、兴仁街道辖区学校协调捐赠84消毒液2吨，并督促做
好人员密集区域、办公区域消毒消杀工作，真正做到全面彻
底、不留死角。四是送技能岗位，助民就业。积极协调巾帼
家政机构枣庄仁合妇婴培训学校开展“战疫情、送岗位，居
家学技能”活动，进行月嫂、育婴师等线上免费培训，帮助
更多人员提高技能、实现就业。 (市派高新区二组)

市派高新区二组“三三四”工作法助力“四进”攻坚

3月20日上午，随着此起彼伏的机器轰鸣声，大连路东延工程首个开工点在兴城街道南山寨村破土动工。大连路
东延工程是写入《枣庄市政府工作报告》的民生工程、重点工程，西起于长白山路，东止于店韩路，设计全长3.5公
里，全线贯通后将串联起袁寨山风景区、长白山路和店韩路，对于扩展高新区交通骨架，完善兴城街道北部路网结构
起到积极作用。 (王懔洋 摄)

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决战决胜脱贫攻坚。近日，
兴仁街道通过视频连线召开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工作会议。

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
谈会上的讲话，省关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市、区《关于全面巩固落实“两不愁三保障”安
全饮水和各项扶贫政策的通知》《兴仁街道扶贫开发领导
小组办公室2020年工作要点》。街道党工委书记对当前
扶贫工作做全面部署安排并提出明确要求。

会议要求，要落实省委“大干 300 天，攻坚一整
年”号召，聚焦重点群体，啃下脱贫攻坚“硬骨头”；要
聚焦产业项目，鼓起贫困群众“钱袋子”，保运营、保收
益、保开工；聚焦核心标准，实现政策落实“无死角”。
抓实住房保障、教育保障、医疗保障、饮水安全；要聚

焦薄弱环节，突出问题导向“补短板”，重点围绕短板弱
项，提早开展自查自纠，加大排查整改力度；聚焦责任
担当，构筑决战决胜“强保障”，继续发扬精益求精、精
雕细琢、精耕细作的作风，在精准和落实上下足绣花功
夫，凝心聚力打赢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两场硬仗，夺取
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工作双胜利。

会议强调，面对全年工作任务，时间紧、任务重，
要求全体机关人员要有使命感、紧迫感，做到个个肩上
有担子，人人身上有压力。始终在街道党工委、办事处
的坚强领导下，上下一心，抛开思想杂念，拧成一股
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
真抓实干、埋头苦干，确保 2020 年各项工作圆满完
成。 (关杭 徐宇昕)

兴仁街道：疫情防控不松劲 脱贫攻坚再加力

为进一步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进一步提升
村容村貌，3月21日，张范街道召开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暨村庄清洁行动“春季战役”推进会。

会议传达学习了枣农委办发 〖2020〗 4号文件《关
于纵深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暨村庄清洁行动“春季战
役”的通知》；党工委、办事处主要负责人分别对村庄清
洁行动工作进行全面部署。

会议强调，今年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收官之
年，各包村干部、村居书记要提高思想重视，紧扣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三年行动目标，以疫情防控为切入点，抓好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和村庄清洁行动。要下沉工作力量，网格化管
理，实现责任在网格落实，问题在网格解决，短板在网格补
齐，典型在网格发现，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向纵深发展。

会议要求，各包村干部、村居书记要积极宣传发动，
在前期常态化清理的基础上，多下功夫，组织村居干
部、党员、片长、志愿者及村民对各村主街道、村部、
河道等公共环境及房前屋后开展集中排查积存三堆五
垛、清理乱石砖瓦活动。届时，街道将进行各村居互查
互评，考核排名制度，切实将村庄环境建设得干净、整
洁、有序。 (张文)

张范街道召开村庄清洁行动“春季战役”推进会

3月20日，泰鸿轨道装备有限公司考察团一行到高新区进
行项目洽谈。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王广部，区党工
委委员、副主任张冲陪同活动。

泰鸿轨道装备有限公司考察团一行首先参观了天衢铝业生产
车间，并进行沟通交流，深入了解公司情况。随后举行项目洽谈
会，泰鸿轨道负责同志介绍了公司的情况，随后，双方就铝蜂窝
项目落地情况进行了讨论交流。

王广部对泰鸿轨道装备公司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并
介绍了高新区经济发展情况及优惠政策。为了促进项目尽快落
地，相关部门做好政策扶持和服务工作；项目合作双方要统一思
想，明确责任，尽快做好项目合作方案，为加快项目做好各项工
作，从而实现互利共赢。 (刘亚)

泰鸿轨道装备有限公司
到高新区考察洽谈项目

3月19日，省“四进”攻坚行动工作组组长董瑞忠带队到张
范街道走访慰问困难群众。

董瑞忠一行先后深入到欣兴社区、东夹埠村3户困难群众家
中，与困难群众进行了交谈，询问了家庭生产、生活等基本情
况，为他们送去了大米、方便面等生活必需品和慰问金，叮嘱他
们要切实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的自我保护。同时，董瑞忠一行还亲
切看望了在欣兴社区、东夹埠村防疫卡点值守的工作人员，详细
了解了卡点值守工作情况，并送去了方便面、口罩等慰问品。董
瑞忠一行对街道疫情防控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并要求
张范街道要继续严格落实各项防控措施，把严防国外境外输入作
为工作的重中之重，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张文 摄影报道)

省“四进”攻坚行动工作组
走访慰问困难群众

自枣残联[2020]4号文件下发以来，张范街道高度重视贫困
残疾人的切身利益，积极安排残联和扶贫办开展贫困残疾人家庭
无障碍统计和改造工作。工作开展以来，街道共摸排统计需改造
贫困残疾人家庭53户，已完成无障碍改造任务28户，完成率超
过50%，有望提前半个月完成整个改造任务，确保做好上半年
全市扶贫迎检工作。

在疫情防控任务比较艰巨的情况下，为保证改造任务及时完
成，街道及时调整思路，以街道民政为主抓手，各村扶贫专干与施
工队伍相配合，从3月10日开始，以村居为单位，把任务压实在各
村居第一线，坚持边核查、边统计、边施工，落实改造任务日报告制
度，提高改造效率，实现安排就有落实，部署就有推进。

围绕工作重点，加强精准施策。按照通知要求，围绕便于贫
困残疾人生活起居的改造重点，实施残疾类别与改造项目、个人
意愿与改造政策相结合，积极做好残疾人的思想工作和政策引
导，从入户调查、预定方案到预算控制、完成改造，严格落实改
造要求和范围，坚持改有所用、改有所值、改得人心，确保把政
策落实到明处，把钱花在刀刃上。

为保证工程质量，街道安排工程队伍，按照材质过硬、实用
性好、耐用性强的高标准要求进行改造。为防止偷工减料，施工
期间由各村安排人员做好现场监督。在整个改造工程结束后，街
道将组织验收队伍对每户的改造项目进行验收。迄今为止，共修
坡道15米、焊接不锈钢扶手32米、安装坐便器22台、配置移动
坐便器1台。 (崔晓健 摄影报道)

张范街道贫困残疾人
无障碍改造工作效果显著

“感谢咱们社区工作人员，是你们不辞辛苦，保障了
大家的生命健康，你们的付出我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
里！”3月14日，松江社区居委会楼前，益洋花园的业主
代表把两面写着“为民办事关怀备至、为民排忧情深似
海”和“为民排忧，心系百姓”的锦旗送到了松江社区负
责人手里。

锦旗代表着对社区工作的认可，更代表一份责任和激
励。自疫情防控以来，为了保证辖区居民的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守住小区门口这道重要防线，松江社区第一时间
安排24小时轮班值守人员，严防病毒输入，以网格化管
理的方式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同时利用宣传车、宣传栏、
网格微信等渠道，线上、线下多方面向辖区居民宣传普及
疫情防控知识，获得居民一致点赞。

(关杭 徐宇昕 摄影报道)

尽职尽责暖人心
业主感恩送锦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