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辖区的社区所有楼栋都安装
了‘有呼必应一码通’标识牌，社区居民
只要拿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把问题和
需求告诉我们。”招远市泉山街道东晟社
区居委会主任王连风告诉记者，“我们能
解决的，第一时间去给居民协调解决；解
决不了，马上将信息上传至街道，街道再
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向市里反映。”

民呼社应、社呼街应、街呼市应，通过
社区大范围安装“有呼必应一码通”标识
牌，实现“三呼”有求必应——今年以来，
招远市创新开发“党建引领城市治理民生
全响应平台”，变单向管理为全域互动，升
级传统方式叠加智能应用，坚持“四级联

动”，打造一体贯通的运转体系，构建起全
面精准高效的城市基层治理体系。

群众呼声在一线回应

近日，温泉街道金晖社区的丽景苑
小区的一名居民将自家门口的院墙拆
除，沙石水泥等物品堆放在人行道，妨碍
了交通。社区居民看到这一情况后，通
过扫码“有呼必应一码通”，将信息传给
社区。社区网格员在接到群众反映之
后，积极响应，联系物业及时做通该户居
民工作，及时清理占道垃圾，做到了矛盾
不出社区。

“像外墙漏水、小区灯不亮等社区日
常管理问题，‘有求必应一码通’极大提
高了我们解决问题的效率。尤其今年疫
情期间，小小的二维码帮了我们大忙，成
为居民与我们社区共享信息的快速通
道。”东晟社区居委会主任王连风向记者
介绍“有求必应一码通”的好处。

眼下，招远市创新打造“党建引领城
市治理民生全响应平台”，设计诉求管
理、任务分派等20个板块、74项功能，在
全市所有楼栋安装“有呼必应一码通”标
识牌9600多个，整合84个单位216部
热线，构建全市统一问题收集反馈渠道。

设立好了“全响应平台”，遇到市民

反映的问题怎么对接处理？坚持“四级
联动”，打造一体贯通的运转体系。具体
而言——

市级层面设立党建引领城市治理指
挥中心，配备专职人员30名，专门负责
平台运行、管理和统一调度，实现各部门
单位的一体统筹、协调联动。

街道重点抓整合，设立党建引领城
市治理管理中心，整合调动街道各站办资
源力量，对反映到街道的问题诉求进行接
收、处理、转办；对本级无法解决的及时汇
总上报，在街道形成一方牵头、多方配合
的工作合力。目前，已协调解决各类问题
诉求3700余件次。 (下转第二版）

■ 未经许可，本报所刊作品一律不得转载。官方网站：www.shm.com.cn 官方微博：@烟台日报传媒集团 ■ 官方视频：烟台网络电视 ■ 联系电话：总编室6631285 广告：6631203 订报：6231640

YANTAI RIBAO

国内统一刊号CN37-0032

中共烟台市委机关报
1945年创刊

烟台日报传媒集团出版

星期一
2020 年 9 月

［ ］今日8版第18711号

八月十二28 农历庚子年

烟台民意通热线6601234

■责任编辑 孙逸云/美术编辑 姜涛

官方客户端 大小新闻

本报讯 根据省委关于巡视工作的统
一部署，2020年9月25日上午，省委第六
巡视组巡视烟台市工作动员会召开。会
前，省委第六巡视组组长马玉星主持召开
与烟台市党政主要负责人的见面沟通会，
传达了省委书记刘家义关于巡视工作的
讲话精神，通报了巡视任务和工作安排。
会上，马玉星就即将开展的巡视工作作了
动员讲话，烟台市委书记张术平主持会议
并作表态发言。

马玉星指出，巡视是党章赋予的重要
职责，是加强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
排。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巡视工作，巡视利剑
作用日益彰显，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有
力支撑，已成为党之利器、国之利器。省
委认真贯彻中央巡视工作决策部署，坚定
不移深化政治巡视，推动被巡视党组织党
的领导、党的建设和全面从严治党等各方
面取得了积极成效。这次继续安排对设
区市开展巡视，充分体现了省委对市一级

工作的高度重视。烟台市委要充分认识
巡视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
上来，不断增强配合做好巡视工作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

马玉星强调，省委巡视组将认真履
行党章赋予的重要职责，全面贯彻巡视
工作方针，始终把发现问题作为主要任
务，紧扣领导班子职能责任，对照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照党
章党规党纪，对照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
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入查找政治偏
差，重点监督检查党委贯彻落实党的理
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党中央重大决策
部署、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新时代党
的组织路线、对巡视审计等监督发现问
题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检
视问题整改等“四个落实”情况。做好本
次巡视工作，是省委巡视组和烟台市委
共同的政治责任。烟台市委和各级党员
领导干部要本着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

态度，把接受巡视监督与推动本地工作
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强化自觉接受监
督的意识，激发共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的内生动力，与巡视组同题共答，共同完
成好巡视这一重要政治任务。

张术平表示，这次省委巡视是对烟台
市工作的精准“把脉会诊”和全面“政治体
检”，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改进工作的
重要契机。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
深刻认识开展巡视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
省委工作要求上来，不折不扣地履行好政
治职责。要端正思想态度，自觉接受监督
检查，实事求是反映情况，严格执行纪律
规定，坚决抓好问题整改。要全力支持配
合巡视组的工作，及时完成交办任务，确
保巡视工作高效有序开展。要做好深化
文章，放大巡视工作成效，全力推进各项
工作再上新台阶。

根据工作安排，省委第六巡视组在烟
台市的工作时间为2020年 9月 25日至

12月 25日，受理信访截止时间为12月
20日。为便于干部群众反映情况，巡视
组建立了多种联系方式。联系电话：
0535-6788111（接听电话时间为：工作
日 8:00—18:00）；寄信地址：烟台市
A013号邮政专用信箱；网上邮箱：登录
山东省纪委监委网站，在“巡视巡察”专
题中点击“巡视组信箱”，按照提示内容
输入即可；还设置了4个专用举报信箱，
分别位于市委市政府办公楼一楼环廊东
侧、市政务服务中心大厅北门外、鹿鸣小
区B17号楼西侧公告栏、市政协办公区门
外西侧。

根据有关规定，巡视组主要受理反映
烟台市委和市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党
组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市人民法院、人民
检察院党组主要负责人，其他省管干部和
下一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的问题以及与
巡视工作有关的来信来访来电等。对其
他与巡视工作无直接关系的信访问题，将
按规定交有关部门处理。

本报讯（郑义 YMG 全媒体
记者 侯召溪）9 月 27 日上午，
2020山东省教育装备博览会在
烟台国际博览中心开幕。中国教
育后勤协会专家委员会主席程天
权，教育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
会常务副主任、中国教育装备行
业协会会长王富，市委副书记、市
长陈飞，山东省教育厅二级巡视
员荆戈，教育部教育装备研究与
发展中心副主任赵宪志，副市长
崔宗涛参加活动。

2020山东省教育装备博览
会于9月27日-29日在烟台国际
博览中心举行，本届博览会以“展
示、合作、创新、发展”为主题，紧
扣教育装备行业发展趋势，与学
校需求接轨，设置“近视防控、校
园疫情防控、实验教学创新、人工

智能教育”等四大特色展区，“教
育信息化2.0、通用教学设备、校
园后勤、学前教育、图书馆配建
设、新技术新装备优秀应用案例”
等六大专题展区，邀请40多位国
内知名专家和嘉宾在教育与装备
创新论坛发表演讲，在“云端”同
步展示和推广博览会主要展示板
块内容和主题论坛活动。博览会
吸引了来自行业内300余家知名
品牌企业参展，标展展位1600余
个，展示面积35000平方米，展示
产品10000余种，涵盖国内教育
装备行业的新产品、新技术以及
新成果，为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和
教育装备企业搭建起融合教育发
展、赋能教育创新、供需交流对接
的平台，对促进教育与装备创新
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报讯 9月27日上午，市政
协党组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
暨党组扩大会议，学习《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第三卷，传达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和上
级有关会议精神，安排部署下步
工作。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朱
秀香主持并讲话，部分中心组成
员作了交流发言。

朱秀香指出，要把学习《习近
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作为重要政
治任务，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
重要思想结合起来，努力学深悟透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核心要义，更好

把握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的新方
位新使命，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
履职尽责的实际成效。

朱秀香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
全国地方政协工作经验交流会和
全省市县政协工作经验交流会精
神，进一步找准工作着力点和发力
点。要聚焦协商这一主责主业，充
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突出建
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努力
打造高质量协商议政品牌。要加
强制度建设，进一步健全完善政
协专委会建设、界别作用发挥、
委员联络服务、委员考评管理等
各项制度，为政协事业持续健康发
展打下坚实基础。（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李仁） 9月27
日上午，烟台市政府与山东省机场管理集团烟
台空港新区开发建设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
在东山宾馆举行。市委书记张术平，省机场集
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卫中分别致辞，市委副
书记、市长陈飞与省机场集团党委副书记、总
经理李兴军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省管企业高质
量发展第四服务队队长、省纪委监委第五监督
检查室主任刘东平出席，副市长张代令主持。

张术平代表市委、市政府对战略合作协
议的签订表示祝贺。他指出，面向“十四五”，
烟台市将抢抓国家和省重大战略叠加机遇，
充分发挥新旧动能转换核心片区、自贸片区、
综合保税区等政策优势，在空港新区布局一
批关联产业，培育一批龙头企业，搭建一批科
创平台，实施一批基础配套工程，加快推动港
产城一体化发展。希望双方在资源整合、资
金保障、产业发展、人才交流等方面密切协
作，共同建设立足环渤海、面向东北亚的现代
化临空经济区，打造空港与地方全方位务实
合作的样板典范。

王卫中强调，此次战略合作涵盖航空服
务、高端制造、国际商贸、机场基金等领域，省机
场集团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继续在机场规划
建设、运营管理、市场开发等方面发挥主导作
用。希望烟台市一如既往地关心帮助山东民
航事业发展，加大对机场建设、航线开发的支
持力度，携手将烟台机场打造成国内重要干线
机场和面向东北亚的门户口岸，为全省高质量
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本报讯（YMG 全 媒
体记者 李仁） 9月27日
下午，市委书记张术平到
芝罘区主持召开创新基
层社会治理夯实基层基
础工作座谈会，听取街
道、社区等层面对基层党
建工作和“十四五”规划
的意见建议。他强调，要
创新组织方式，统筹资源
力量，打造过硬队伍，推
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不
断做实做强。市委常委、
秘书长于松柏参加。

会上，部分街道、社
区和相关方面负责同志
坚持问题导向，结合各自
实际，开门见山、实事求
是，围绕基层党建工作和

“十四五”规划，谈体会、
谈建议、谈打算。张术平
认真听取发言，不时询问
具体问题，与大家深入交
流。他指出，党的基层组
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
斗力的基础。基础不牢，
地动山摇。当前，我市正
处在迎接“多个大考”、实
现“多重目标”的关键时
期，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
关注基层、重视基层、支
持基层，不断提升基层党
组织和社区干部的组织
力和战斗力，为经济社会
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张术平强调，随着城
市化进程加快，城市基层
党建面临新形势、新任
务、新要求，工作量大面
广、点多线长。要坚持依
法办事、依法行政，强化
法治意识，更加善于运用
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化
解矛盾、解决纠纷、促进
发展。要带着情怀、带着
责任，做好群众工作，认
真倾听群众呼声，切实解决好群众关心的各种利益问题。要按照“基
层吹哨、部门报到”的要求，创新城市基层组织运行方式，推动工作重
心下移，发挥好街道社区联结各方的“轴心”作用，形成共治共享的工
作合力。要整合行政、物业、社会资源，用好市场手段，突出公益属性，
把物业管理纳入老旧小区改造规划，全面提升物业管理服务水平。要
推进网格治理精细化，优化网格设置，完善人员配备，细化管理体系，
真正把党的组织延伸到网格、把力量充实进网格、把问题解决在网
格。要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抓好待遇保障，畅通发展通道，努力
打造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好的高素质专业化社区干部队伍。

省委第六巡视组巡视烟台市工作动员会召开

市政府与省机场集团烟台空港新区
开发建设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举行

民呼社应 社呼街应 街呼市应

招远全响应平台“有呼必应”
YMG全媒体记者 唐寿锐 通讯员 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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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山东省教育装备
博览会在我市开幕

市政协党组召开
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
暨党组扩大会议

昨日上午，市政府与山东省机场管理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开发建设烟台空港新区。图为签约现场。YMG全媒体记者 柳昊杰 摄

智能新产品
闪亮教博会

果还挂树上
买家已来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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