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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YMG 全媒体记者 赵巍巍
通讯员 蒋言芳 王大志 李彦 摄影报道）

“要确保每一名群众都有人服务、每一条河
流都有人清理、每一座大山都有人守护、每
一寸土地都有人负责，努力建设‘秀美、厚
道、智慧、幸福’新亭口！”5月21日上午，栖
霞市亭口镇召开新一届农村党支部书记履
职暨“五个率先走在前列”誓师动员大会，
68个村新一届党支部书记参会，并在履职
承诺书上郑重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这次会议是我们谋划已久召开的一
次重要会议，必将在亭口发展历史上留下
浓墨重彩的一笔。”亭口镇党委书记杨爱
东谈起会议召开的原因时说，亭口作为栖
霞十四个镇街中的第三大镇，必须有大镇
的担当、大镇的境界、大镇的追求。农村

班子换届以后，需要迅速扭转思想，端正
思路，明确目标，开展工作。栖霞市召开
了“转作风、树形象、争一流”专题会议，吹
响了栖霞为尊严而战、绝地求生的号角。

榜样引路，工作才能有目标。亭口镇
党委政府把实地观摩“身边的榜样”作为
履职誓师大会的头炮。“衣家村的凿山修
路、复兴村的复兴之路、刁家村的自力更
生……这些身边的典型，最具感召力，最
具引导力！”68位新上任的村党支部书记
先后参观了刁家村、复兴村、衣家村，对人
居环境、河道整治及乡村振兴等工作进行
观摩学习。

“衣家‘艰苦奋斗、敢为人先’的新时
代愚公精神对我们触动很大。比比人家，
差距很大。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我们唯

有撸起袖子加油干！”刁家村是本次观摩
学习的一个点，身为典型的刁家村王仁波
书记在参观了衣家村后感触很深。

党史学习教育与乡村振兴“同频同
振”。栖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苏健参
加誓师动员大会，并为68名村干部上了
一堂生动的党课。他要求新一届村党支
部书记做好三种人：一是提高执行政策
的能力，扮好“当家人”，以“一村之主”
的政治站位激发群众参与村级发展的热
情；二是提高民主管理能力，扮好“代言
人”，以“一村之颜”的党性觉悟在群众中
树立崇高威信；三是提高服务群众的能
力，扮好“领路人”，以“一村之魂”的创
业激情在农村广阔天地中带领群众共同
致富。

苏健部长的党课、先进村的奋斗，深
深触动了众多村“领头雁”的思想。今后
干啥?如何干?亭口镇村两级下决心“不比
基础比干劲、不比条件比变化、不比名次
比趋势”，以一流的执行力和作风，率先干
在前冲在前。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李博传
达了《亭口镇“转树争”活动实现“五个率
先走在前列”实施办法》，号召动员全镇要
以“转树争”活动为抓手，坚决推进镇村干
部执行力走在前列；以清河行动为抓手，
坚决推进全域人居环境整治走在前列；以
化解信访积案为抓手，坚决推进和谐村居
建设走在前列；以护林防火为抓手，坚决
推进安全生产大排查走在前列；以“党支
部+”党建引领为抓手，坚决推进乡村振兴
治理模式走在前列。

栖霞市亭口镇新一届村“领头雁”履职誓师并签承诺书

干孬干好不一样
白纸黑字要兑现

6月9日早晨6:30，栖霞市翠屏街道栗
林村75岁的李文义老人又准时出现在了村
桥头，认真听着大喇叭播放的党史小故事，

“这样的广播让我觉得回到了战天斗地的年
代，越听越激动！”

把准学习“口味”，让“听党史”成为生活
“标配”。翠屏街道辖58个村，同样面临着
老龄化的问题，通过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受众面小，农忙时节党员难
有时间学习。为了确保党史学习教育“飞入
寻常百姓家”，翠屏街道充分发挥农村大喇
叭广播覆盖范围广、方便收听、易于接受等
优势，开辟“大喇叭学党史”系列栏目，传播
党的声音，讲好党的奋斗史，打通党史学习

教育的“最后一米”。
“大喇叭学党史”中的“党史微故事”专

栏，每周一早晨6:30通过村大喇叭播放建
党百年不同时期感人至深、催人奋进的党史
故事，使广大群众认识到红色政权来之不
易；“支部书记读党史”专栏在傍晚广播，由
村党支部书记担任广播员，为辛苦一天的村
民诵读《中国共产党简史》等，以乡音传党
音，在潜移默化中让党史知识入脑入心，真
正让党员群众听得进、记得住、受教育。

翠屏街道瞄准“靶心”干“实事”，新“两
委”力行“三牛”精神把实事办在群众心坎
上。翠屏街道严抓换届后的农村“两委”成
员党史学习教育，强化服务意识和宗旨意

识，以“孺子牛”情怀、“拓荒牛”魄力、“老黄
牛”品格比服务、拼干事。

“村干部就是要为老百姓搞好服务”，这
是釜甑村新当选的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衣冠南常挂在嘴边的话，32岁的他曾随部队
到汶川地震现场救援，现在的他也经常帮村
民跑腿，替年纪大、没有车的老百姓政审、开
证明、盖章……

位于十里庄村办公室旁的桥坑洼不平，严
重影响村民出行，之前总是运点泥土填补应付，
跑不几天又“原形毕露”。“以前那么艰苦，共产
党都能带领着老百姓过上现在的好日子，怎么
条件好了反而连这点活都干不好？干！必须
干好！”十里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丁顺

杰，带着新任两委成员筹水泥、拉赞助、出义务
工，短短半个月时间就把桥面硬化好。

学习教育“不落一人”，党员干部群众听
党话、感党恩、跟党走。“从出生就过着和平
安逸生活的我们，有时候会忘记党是通过多
么艰苦卓绝的奋斗，才让我们能无忧无虑地
成长。年轻人更要学党史、感党恩，主动‘自
讨苦吃’，让青春绽放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
的地方。”假期返乡的翠屏街道南七里庄村
大学生党员慕明珊听着村广播说道。

“党史故事让我上山干活更有干劲了！”
“对啊，多亏了共产党，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以后咱们更得听党和政府的！”翠屏街道的

“大喇叭学党史”栏目，迅速掀起全民党史学
习新热潮，老百姓们纷纷感怀党恩并付诸行
动，积极配合做好护林防火，进山主动登记、
上缴火种，防火责任意识和主动性不断增
强；在人居环境卫生整治中，村民纷纷主动
清理房前屋后的卫生，尤其是南七里庄和林
家亭等村，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据翠屏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
林振杰介绍，下一步，翠屏街道还将在“大喇
叭学党史”栏目开设“老党员讲党史”“你我
来讲身边事”等专栏，把“家门口”的榜样变
成学习的鲜活教材；开辟“‘我为群众办实
事’表决心”专栏，党员干部在大喇叭上公开
至少一项服务事项，接受村民监督，让党史
学习教育活起来、实起来，奏响翠屏街道全
民党史学习最强音。

YMG全媒体记者 赵巍巍
通讯员 李亚平 蒋言芳 栾海超 摄影报道

栖霞市翠屏街道利用农村大喇叭开辟“大喇叭学党史”栏目

乡音传党音，学习更“声”动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赵
巍巍 通讯员 杨佳宁 摄影报道）为
进一步贯彻落实市委“转作风树形
象争一流”要求，多措并举开展“我
为群众办实事”活动，营造干净、整
洁的城市环境，6月7日上午5：30，
栖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组织开展环
境卫生整治活动，集中清理整治腾
飞路、龙凤东路两侧以及行政中心
院内绿化带环境卫生，打响了环境
卫生整治活动的“第一枪”。

活动中，按照各部门分片包段的
形式开展，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亲自带
队，带领干部职工对主次干道及路边
绿化带、草坪等处杂草、塑料垃圾、烟
头纸屑、枯叶以及卫生死角进行了彻
底清扫，充分展现了不怕苦、不怕累
的精神风貌，也为群众积极参与到环
境整治中发挥了示范带动作用。经
过一早晨的全力整治，周边环境卫生
得到有效改善。

下一步，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将
继续加大整治力度，扩大整治范围，
全面加强环境卫生管理，为广大群
众营造一个干净、文明、和谐的生活
氛围。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赵巍巍 通讯员 丛宁波
鞠红梅）“这堂课对我这个纪
检新兵真是太好了，想学的知
识全都有。”近日，在栖霞市纪
委监委组织的检举举报平台
交流会上，翠屏街道纪委副书
记孙涵深有感触地说。

为进一步推动检举举报
平台基层版学习应用工作，栖
霞市纪委监委5月中旬成立
四个专项督导组，由班子成员
带队，利用5天时间，对14个
镇街检举举报平台应用情况
进行现场督导。督导检查中
发现，部分镇街纪（工）委存在
纪检干部变动大、新手多，“想
干不会干”“摸着石头过河”等
问题。督导结束后，信访室迅

速筹办检举举报平台学习应
用交流会议，要求各镇街选派
一名35岁以下的信访基层平
台管理人员参会。会议邀请
烟台市纪委监委信访室有关
同志进行集中授课，对如何运
用平台受理办理信访举报件
工作进行了详细阐述，进一步
明确了使用方法和录入要求，
镇街纪（工）委干部仔细听、认
真记，实现了“学习”的目的。

“交流会议提升了镇街纪
（工）委平台应用和操作水
平。下一步，我们将通过不定
期的督导检查实地检测平台
数据录入情况，切实督促镇街
提高检举举报平台应用的精
细化水平。”栖霞市纪委监委
信访室主任宫政表示。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
者 赵巍巍 通讯员 纪华）为
民办实事是党史学习教育的
重点任务和关键环节，是践行
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重要体
现。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以来，
栖霞市直机关工委深入“双报
到”社区，精准了解群众需求，
用实际行动、实际努力和实际
效果展现新时代共产党人的
良好风貌。

栖霞市直机关工委党员
们到社区调研发现，许多老旧
小区的楼牌号、单元号、门牌号
掉落或褪色，给投递带来很大
不便，决定在社区开展“红色身
份证”服务项目，应用党建元素
帮助居民重新设计号牌，更换
了楼牌和单元号，做到易找、方
便、暖心，方便了居民的生活出
行，优化了社区管理，把党的温
暖送到了群众心田。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赵巍巍 通讯员 柳璐 于
敏香）近日，栖霞市检察院就
一起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
食品案，依法向栖霞市人民法
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
讼。该案是栖霞市检察院首
次在食品安全领域提起的刑
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去年11月，被告人孙某某
将自己养殖的病死猪肉煮熟
后，先后两次以每斤10元的价
格卖给被告人姜某某、衣某
某。被告人姜某某、衣某某收

到熟猪肉后，在集市上以每斤
十几元不等的价格进行销售，
后因受到检查，被告人衣某某
将剩余的熟猪肉扔掉。栖霞市
检察院经审查认为，被告人孙
某某、姜某某、衣某某销售不符
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可能
导致病原体扩散，造成重大动
物疫病传播，危害人与动物健
康，同时，严重危害了广大消费
者食品安全，损害了社会公共
利益，决定依法对孙某某、姜某
某、衣某某三人一并提起刑事
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赵巍巍 通讯员 刘萍萍）
日前，栖霞市消防救援大队
在对辖区单位进行消防安全
检查时，发现栖霞市一家饭
店局部违规使用聚苯乙烯夹
芯泡沫板搭建，采用可燃材
料装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消防法》第二十六条第
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之
规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

根据相关规定，消防大队监
督员依法对该饭店实施临时
查封。

查封过程中，消防监督员
按照法定程序向单位负责人
告知了临时查封的理由、依据
及权利和义务，依法下达了
《临时查封决定书》，并告知负
责人必须在火灾隐患整改完
成经消防大队验收合格后方
能恢复经营活动。

栖霞市纪委监委

请来专家“办班”授课
教基层使用举报平台

栖霞市直机关工委

设计“红色身份证”
方便居民生活出行

栖霞市检察院

提起首例涉食品
安全公益诉讼

用泡沫夹芯板搭建
一饭店被依法查封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赵巍巍 通讯员 刘晓鹏
牟煜 摄影报道）7号是高考的
第一天，早上7点，12部为高
考服务的栖霞公交准时到达
栖霞市二中校园，整齐划一地
停在学生宿舍楼前，等待参加
考试的考生。

7:40，考生陆续从宿舍楼
中走出，排队进入自己所乘坐
的车辆。7:50，在警车的带领
下，栖霞公交载着考生驶向高

考“战场”。8:06，考生顺利抵
达考场。

据了解，高考期间，公交
公司负责人现场指挥调度，督
导驾驶员做好前期防疫及相
关运输工作，并安排专人负责
手持酒精测试仪现场对参运
驾驶员进行了酒精测试，确保
运输安全。另外，公交公司还
精心挑选了车号“211”打头的
公交车作为前车，为考生送上
美好的祝愿。

12部公交车
为考生提供接送服务

整治环境 扮靓果都
栖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打响环境卫生综合整治攻坚战

丁顺杰在广播丁顺杰在广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