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栖霞市观里镇巨屋村，在海莱线方山脚下向南，弯过一道山岭，一条5米宽新修

的水泥路直达村口。村前，一条旱河横贯东西。桥头，一座崭新的黑金色欧美庄园

式进村牌坊跨路伫立。村内8米宽水泥硬化主街、60盏新路灯，村外580多亩现代

苹果产业园、新修整的10多亩水塘、新打的320米深井…… 这一切都展示出：一个

落后闭塞的山村正孕育着振兴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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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召溪 通讯员 作强）近日，开发
区检察院组织全院干警开展集中填报过问或干预、插手检察办
案等重大事项工作，并对干预司法“三个规定”进行了再学习，
再部署，以进一步加强纪律作风建设，激发检察队伍正能量。

开发区检察院长期以来严格队伍管理工作，将落实“三
个规定”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抓。强化思想学习，确保认识
到位；强化监督检查，确保制度执行到位；强化制度建设，确
保责任落实到位。通过此次活动，全体干警纷纷表示，要深
刻认识贯彻落实干预司法“三个规定”对加强检察机关党风
廉政建设、维护司法公正的重大意义，一定坚守初心使命，依
法履行职责，诚信做人，严格遵守党纪国法，不违法规定过问
或干预、插手检察办案等重大事项，不以任何方式为利害关
系人说情打招呼，真正做到“讲纪律、守规矩”。

开发区检察院
激发检察队伍正能量

本报讯（通讯员 初小雪）1月14日上午，莱山区黄海路街
道台湾村社区联合市委宣传部、烟台市高速交警、莱山区检察
院、御景观城物业等双报到单位共同举办“笔墨迎春送祝福”

“新春送福进社区”系列活动，在御景观城服务站文化活动中
心现场书写和发放春联、福字，为社区居民送上新春的祝福。

活动现场，书法爱好者们屏息凝神，挥毫泼墨，各种祝福
语在纸上徐徐流淌；社区工作者和党员志愿者们一起动手，发
放春联、福字；前来领取的社区居民更是络绎不绝、欢喜不
已。本次活动共送出春联100余副，“福”字200余个，此举不
仅弘扬了中华传统文化，也加强了社区与居民之间的交流互
动，让居民感受到了社区大家庭的温暖，同时烘托出新春佳节
的喜庆氛围，也寄托了社区对广大居民的新年祝福。

莱山台湾村社区
开展迎新春送祝福活动

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莱州文昌路街道东南隅社区党支部
负责人带领工作人员入户走访慰问社区困难群众、困难党员、
大病楼长、失独家庭、低保户和空巢老人，为他们送上了慰问
品，带去祝福和温暖。 YMG全媒体记者 刘洁 摄

投资6亿元的新政务服务中心投入使
用、新建改造农村公路 130公里、美丽乡
村覆盖率达到80%、实施产业扶贫项目48
个、孝善扶贫政策覆盖率达到97%……一
组组数字的背后，彰显的是莱州市改善民
生的坚定“执政力”。说起去年的一项项
民生工程，莱州的老百姓如数家珍，喜不
自禁。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莱州市把
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不断加大民生工程投入力度，
竭尽全力听民意、解民忧、聚民心。2019
年，该市用于民生方面的财政支出达38亿
元，10个方面25项为民服务实事全部兑
现，件件看得见、摸得着，书写出了一份精
彩的“民生答卷”，解决了群众的所需、所

急，让群众暖在心里，笑在脸上。
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引起极大关注。

总投资6亿元的文昌路地下管廊、文化街
升级改造工程全线竣工通车，建成了城市
有形象、群众得实惠的“百年工程”。积极
推进绿化、美化、亮化，新增城市绿地 13
万平方米。不断加快推进农村公路“三年
集中攻坚”，新建改造农村公交站亭 310
个，完成3条县路大中修和10座危桥加固
改造。开工第二污水处理厂、小沽河拦
蓄、白沙河治理工程，完成小型水库除险
加固22座。大莱龙铁路扩能改造开工建
设，莱州港5万吨级航道完成疏浚，华电港
二期3.5万吨级码头投入使用。

2019 年以来，莱州市不断提升公共
服务水平，新建 5处普惠性幼儿园，文峰

路学校、金仓学校主体完工，第二实验幼
儿园开工建设。持续提升医养服务能
力，编制完成医养健康产业发展规划，人
民医院老年病房楼、中医院国医馆主体
完工。新建城市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农
村幸福院 19 处，新增养老床位 240 张。
政务服务中心投入使用后，300多项政务
服务事项、中介服务事项纳入新中心集
中办理，103项投资类关联审批事项全部
实行“一窗受理”，行政许可事项“全程网
办率”达到 100%，真正实现了“进一扇
门、办所有事”。

莱州市持续加大生态环境整治力度，
坚持绿色高质量发展，努力建设人人向往
的美好家园。打好蓝天保卫战，10吨以下
的燃煤锅炉全部取缔，推广环保炉具1500

台（套），新建镇街空气自动监测站 16
处。打好净土保卫战，18处大棚房问题全
部整改完成，拆除各类违建953处。围绕
危险化学品、海上渔业、特种设备、道路交
通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
全隐患，完成“一企一档”企业4511个、排
查风险点2.6万个。

为满足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莱州市
组织开展送戏下乡、文艺展演、书法绘画
大赛、农村公益电影放映等文化活动 1.3
万场次，市级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成开
放，为 224个农家书屋免费配送图书，改
扩建历史文化展馆 20个，优化提升基层
综合文化服务中心100个。

YMG全媒体记者 李仁
通讯员 建彬 向东 军胜

莱州投入38亿元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25项惠民实事提升“民生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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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路治水，村子腰板“变硬”了

“路”曾是巨屋村村民最大的心病。“以前村里
只有一条宽不足3米的土路，凹凸不平。晴天还
好，一到下雨天，经常看到骑摩托车的村民栽跟头，
摔得浑身是泥。小车底盘太低过不来，走路鞋子全
是泥巴。远处的亲戚想来串门，一想起路不好走，
也就懒得来。”说起以前村里的交通状况，村民孙玲
玲颇为唏嘘。

巨屋村位于栖霞市观里镇最南边，接壤莱阳谭
格庄镇，全村423户1217人，是观里镇一个较大较
老的自然村，落后的硬件设施一直制约着村子发
展。这种状况，直到近两年才发生了明显变化：
2017年10月，修整了通向苹果园的上山路；2019
年6月，修筑了水泥进村路，7月，硬化了村内主街，
11月深挖了村头水塘，12月打出了320米深水井。

产业富农，村子底气“变足”了

巨屋村拥有土地3300多亩，其中苹果园2500
多亩，苹果种植是村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随着树
龄老化，加上管理技术的落后，群众普遍感到出力
多、投入大，收入和效益低。2018年，村子积极调整
苹果种植结构。村党支部牵头164户共500多人成
立了强茂股份经济合作社，流转580亩果园搞水肥
一体化苹果种植，其中集体土地120亩。土地流转
费用每亩944元，村民每天田间劳动工资100多元，
苹果销售利润的20%归村里所有。村民通过土地流
转入股到合作社还可实现苹果销售的二次分红。仅
土地流转一项，村集体一年收入就增长了11万元。

现代苹果种植示范园集中成片，涉及观里镇6
个村庄 2000余亩，其中巨屋村
580亩。记者在村前的示范园
里看到，以宽行密植技术新栽
的一株株苹果幼株枝干劲
挺，行间一根根2米多高
水泥立柱守护其中。寒
风料峭，村里 30多名
管理人员正在园里
给果树松绑拉枝的
铁丝，干得热火朝
天。“你看我们
村这示范园真
不错，最让人

觉得了不起的
就是这水肥一体

化，化肥直接化到
水里，用水泵管道将

肥水送到苹果树下，还
是滴管，省水又省肥。通

过这种技术种植的苹果产
量高，还好吃，肯定能卖上好

价钱。”村民孙玲玲底气十足
地说。

书记带头，村子面貌“变新”了

从暮气沉沉到生机勃勃，巨屋村仅用了2年。
这对一个身处栖霞、莱阳两市交界，交通不便的山村
来讲，实在令人啧啧称奇。是什么样的人，又是什么
样的力量催生了这种变化呢？记者在村头的村委
办公室找到了村子“大变样”的答案。80岁的老书
记徐孟学主动拉着记者的手说：“这一切都得归功
于林桂强，他心里装着大家伙、能干事儿，干成事
儿，我全力支持他。”“我们村没有一个不说他好的
……”大伙儿说的林桂强是巨屋村党支部书记，有
头脑、能吃苦又有技术，是村里靠种苹果致富较早
的人，2017年底被选为村党支部书记。

在村民抢着表达对他的赞叹中，记者拉出了2
年多时间里他的工作成绩清单：

2017年：6月，带头组织村民完成了全村400多户厕
所改造；8月，个人出资1.2万元雇佣挖掘机在收果前修整
了上山路；12月，个人出资3万元为村里安装了路灯。

2018年：3月，依托栖霞现代农业产业园，村党
支部牵头成立合作社。为了打消村民顾虑，林桂强
带头将自己正是盛果期的16亩果园置换给其他村
民，带头入社入园。在他的感召下，仅用2天时间就
完成了164户村民合同签署，栖霞市政府在巨屋村
召开了全市苗木定植现场会。8月，修通了村北4米
宽1公里水泥路，方便了村民进园收果。11月，他拿
出10800元的个人全部工资评选村里五好家庭、好
媳妇，为村里老干部、孤寡老人等困难户买米买面。

2019年：5月，积极争取有关部门支持，投资
110万元修建了5米宽的进村水泥路，解除了村民
多年以来最大的心病。8月，多方发动捐款，筹资
14万元完成了村内8米宽主街的硬化改造，村貌漂
亮整洁了，村民活动也有了场所。11月，个人出资
5万元，深挖了10余亩石底防渗水塘。在林桂强的
感召下，巨屋村美籍华人徐林胜投资4万元建立了
村口的进村牌坊；他在外经商的同学李前发投资7
万元为村里打了一口320米深机井，可以满足周边
近1000亩地的浇灌需求。

了解林桂强事迹的人都说他为村里的发展拼
命了，说他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践行者。他
的初心在哪里呢？与他交流时，记者不经意间捕捉
到了这么一段话“我是巨屋村的一名党员，看见我
们村与周边村相比落后了，真的很心痛。几年前邻
村都修了水泥路，唯独剩下我们村还是泥土路，那
种滋味真的是说不出来。这些年靠种苹果致富了，
我想我有能力了，应该站出来做点什么。”说到这
里，林桂强眼圈泛红，轻咬牙关，声音都变得沙哑。
作为一名党员，为老百姓干点事情就是他的初心！

“这两年村里虽然有了些变化，但是我们和先进村
相比差距还很大，现在我们正在打算修广场、修拦河
坝、搞养殖、盖大棚，继续修通剩余的路……我们两委
还会继续拼命干。”“欢迎你们明年再来看看我们的新
变化。我有信心！我们巨屋村的发展一定会越来越
好！”林桂强握着记者的手，热情而坚定地说。
YMG全媒体记者 慕溯 通讯员 恒博 文豪 摄影报道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刘洁 通
讯员 王聪 李笑龙）记者昨日从开发区获
悉，在山东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组织开展
的第一批“山东省最美绿道”评价工作
中，包括烟台柳子河绿道等在内的15条
城市绿道达到“山东省最美绿道”标准，
入选省内首批“山东省最美河道”。

近年来，开发区以保护湿地，重新激
发湿地生态功能为原则，挖掘地域特色，
增加场地活力，先后完成了夹河、柳林河、
白银河、黄金河、柳子河五处湿地公园的
改造，形成了“北有金沙滩，南有柳子河”
的新格局。其中，柳子河改造提升工程
主要包括河道整治、景观绿化、配套建设
等，重点解决了柳子河“河道狭窄，岸线
生硬，亲水性差”的问题，成功打造了“一
带六区”，即自然生态的河道滨水景观带
和西站窗口展示区、宜居休闲娱乐区、衡
山路门户风尚区、户外运动体验区、休闲
文化参与区、生态景观风景区等六个定
位明确、主题突出的景观分区。

开发区一绿道
入选首批

全省最美河道

本报讯（通讯员 于坤 林宏岩 YMG全媒体记者 春娜）昆
嵛山保护区积极组织开展免费“送电影下乡”活动，让群众不
用出村就能享受到“文化大餐”。

今年以来，昆嵛山保护区以文化扶贫、丰富群众文化生
活为重点，积极探索“文化+扶贫”模式，通过“送电影下乡”活
动，充分发挥电影形象直观、通俗易懂、寓教于乐、聚众宣传
的功能，根据群众需要有针对性地合理安排了爱国主义教
育、法律法规、安全生产、农业科技等方面题材的影片。放映
过程中，还穿插党的十九大精神、扶贫政策、卫生健康知识的
宣传，由单纯的送电影，升级为送政策、送信息、送技术。

昆嵛山保护区坚持为全区每个村每月至少放映1部电
影，全年已在全区36个村放映电影432场。通过农村公益电
影放映工程的开展，真正实现了文化乐民、文化惠民、文化育
民的目的，有力推动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昆嵛山保护区
公益电影送下乡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钟嘉琳 通讯员 高飞）春节临
近，芝罘区卧龙园对辖区多家经营单位开展安全生产突击检查，
加强重点领域企业监管，坚决防范和遏制安全事故发生。

检查中，安监中队人员针对春节特点结合辖区实际，对烟花
爆竹领域进行重点检查，监督检查烟花爆竹销售(零售)店是否
遵守销售许可证规定，并对烟花爆竹销售点采购、销售不符合有
关规定的烟花爆竹品种和规格的行为进行查处。安监中队分组
对重点企业进行大检查，督促生产经营单位提高安全生产意识，
加强对重点区域、重点设备、重要岗位的安全管理，保证各项
安全措施落到实处。下步，园区将继续安全生产底线，加强应
急管理，强化责任落实，狠抓日常管理工作，坚决消除各类安
全隐患，切实保障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推进园区和谐稳定。

芝罘卧龙园启动
节前安全生产大检查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郭超
通讯员 林英国 孟凡刚）日前，栖霞
市文化小区一居民楼加装一台乘客电
梯，顺利通过验收，即将投入使用。

去年以来，随着城镇居民老龄化趋
势的到来，旧楼加装电梯一直是一个热
点话题，许多地方探索出了不同的加装
方式，既方便了老年人出行，又提高了城
镇居民的生活品味。为提高居民乘用电
梯的安全意识，烟台特检院栖霞工作站
在严格按照有关标准验收电梯的同时，
积极向小区居民宣传电梯使用安全知
识，保证居民安全出行。

旧楼加装电梯
项目落户栖霞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苗春雷
通讯员 邹志华 摄影报道）临近春节，即
将进入烟花爆竹销售旺季。近日，龙口
市七甲镇政府联合龙口市公安巡警大队
和镇派出所成立专项行动小组，突出三
个重点，启动驻在式烟花爆竹专项治理
行动，有效震慑了非法制售分子。

执法人员在突出做好以郭家沟村为
重点的广泛宣传和深度排摸检查的同
时，向周边扩大外延排查范围，辐射有非
法制售历史的王屋、大草屋和前迟家村
等，扩大宣传排查范围，通过悬挂横幅、
发放明白纸和签订责任书等方式，全方
位加大对群众的宣传教育。

同时，对非法制售案底重点老户的
回头看。镇派出所调阅近年来查处拘留
的非法制售烟花爆竹老户档案，逐村逐
户进行回访复查，对他们进行再教育、
再监督，防止重操旧业再犯法，一旦发
现重犯者坚决依法打击，从重处罚。

对村外孤房、姜窖和养殖棚等重点
部位的排查。针对个别不法分子将烟花
爆竹制售窝点由村内转移村外，由明处
转移暗处的情况，专项治理工作组将排
查重点随之转移，向村外扩大排查范围。

龙口七甲镇启动
烟花爆竹治理

本报讯（通讯员 杨舒语 YMG全媒体记者 杨春娜）昨天，
烟台二中（毓璜顶校区）初2018级十班的同学们冒着严寒，
来到烟台山开展以“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为主题的
爱国主义研学活动。

在讲解员的引导下，同学们依次走进胶东革命史陈列
馆、开埠纪念馆、冰心纪念馆，瞻仰了抗日烈士纪念碑。大家
在一幅幅图片前凝望，从一件件实物中品读，进一步了解了
烟台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政治、经济、社会发生的重大变化，
感受到革命的艰苦卓绝和革命儿女甘于奉献、敢为人先的崇
高品质，领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烟台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
开放进程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烟台二中寒假
开展研学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