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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工作有了“主心骨”
莱阳市成立快递物流行业党委

近日，莱阳市在胶东物流产业
园举办烟台市红色暖“新”行动暨
莱阳市快递物流行业党委成立大
会，标志着莱阳市快递物流业党
建工作有了“主心骨”。

莱阳市邮政快件疫情防控工
作专班聚焦疫情防控工作任务，
坚持党建引领，完善工作机制，强
化督导夯实责任，细化措施狠抓
落实，保障全市寄递渠道安全、平
稳、畅通。

通过快递物流行业党委的成
立，选取规模大、资质优的邮政快
递企业进行重点培育，打造新业
态新就业群体“党建+防疫”工作
示范企业。同时，紧盯薄弱环节，
进一步完善国际及国内邮件快件
处理场所、营业场所、办公场所、
末端网点等检查规范。

为强化资源整合，形成工作

合力，专班通过领导干部包保企
业和专班联合督导等形式对邮政
快递企业疫情防控工作进行起底
式督查，近期，共督导点位 398
次，查纠问题429个。

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通
过发挥“政校企”系统的平台作
用，在线实时督导等方式，统筹推
进核酸检测和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应检尽检”“应接尽接”。目前，
莱阳市邮政快递企业从业人员核
酸检测率连续两周实现100%。

下步，在党建引领成为莱阳
市快递物流行业鲜明底色的背景
下，莱阳市邮政快件疫情防控工
作专班将从严从紧落实各级关于
疫情防控工件的要求和规范，加
大检查督导力度和质量，持续筑
牢邮政快递行业疫情防控线。

（邵壮 王新明）

湿法保洁扮靓城区“颜值”
莱阳对城区主次道路、保洁区域启动湿法保洁作业

23日 20时许，在莱阳市金山大街
记者看到，高压清洗车正在大街上缓慢
行驶，利用车辆侧喷系统将道路上的泥
沙、漂浮物冲洗到路面两侧。洗扫车紧
随其后，清扫道路两侧的杂物。与此同
时，保洁人员相互配合，在对人行道板保
洁的同时，补充清理路沿石下的杂物，确
保保洁全覆盖、无死角，清洗后的路面干
净整洁。

“天气热了，经常在路上看到洒水车
还有清洗车，市区的道路明显更加干净
了，非常感谢这些环卫工人，为我们提供
这么舒适的环境。”正在金山大街散步的
市民孙女士说道。

自开展创建全国县级文明城市工作
以来，莱阳市紧盯“争先进、创一流”目
标，发挥主体责任，想方设法做好每一项
工作。为有效抑制扬尘污染，自4月中
旬开始，对城区65条主次道路启动湿法
保洁作业，组织保洁人员有序开展夜间
道路冲洗，既方便市民出行又保障了市
区道路环境干净整洁。

考虑到湿法保洁作业对市民日常出
行的影响，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环卫中心
组织保洁人员全面开启“夜间+人工+机
械”大清洗作业模式，提高清扫保洁综合
质量，有效控制道路扬尘污染。

“我们每天晚上集中在七点半以后

对道路进行清洁工作，在不影响市民出
行的同时，做好路面清洁工作，美化道路
环境，为创建文明城市、建设美好家园贡
献我们自己的一份力量。”烟台海德环境
科技有限公司莱阳分公司经理李福涛表
示。

据了解，为进一步细化道路洗扫、高
压冲洗作业标准，莱阳市不断增加作业
车辆配备以及道路冲洗频次，对全市
400多万平方米的保洁区域全面推行

“机械清扫、洒水降尘、冲洗除尘、快速捡
拾、立体保洁”的湿法保洁模式，确保道
路见本色，为创建全国县级文明城市建
设助力添彩。 （邵壮 王海涛）

项目规划审查“一次办好”
莱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编研中心主动作为

今年以来，莱阳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规划编研中心主动作
为、切实增强服务意识，多措并举
提高办事效率，助力营商环境建
设，推动我市高质量发展。

该局坚持主动作为，为企解
难，积极组织莱阳市政公用事业
综合服务中心、莱阳市地方公路
局、莱阳港华燃气有限公司、照旺
庄镇政府、创扬燃气有关人员对
烟台创扬燃气能源有限公司和港
华已建燃气双气源连接线进行现
场查看，针对水昌线的现状和后
期新的道路控制线以及管线位置
进行现场踏勘和安全论证。

2022年以来，莱阳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积极优化审批服务工
作，履行审批事项告知承诺制，现
场听取各相关单位的意见建议，
要求严格按照水昌线的道路退让
敷设管道，以解决企业实际面临
的问题为出发点，了解企业需求，
服务企业发展，进一步提高工作

效率。提前开展项目设计方案规
划咨询服务，协助设计单位优化
形成规划设计方案，指导企业提
升建筑设计品质。制定规划设计
方案联合审查制度，进一步提升
工程建设项目规划设计方案审查
服务水平，避免建设单位多头跑、
来回跑，实现规划审查阶段能够

“一次办好”。编制办事流程图细
化规范说明事项，编制细化《工程
建设项目规划服务流程图》《用地
预审与选址意见流程图》《建设工
程规划验线确认工作流程图》等
流程图，明确了办事流程，最大限
度缩短办理时限。

莱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
同各单位密切配合，在优化营商环
境工作中坚持多措并举，着力打造
高效便捷、温暖细致的服务新模
式，不断增强服务意识、创新服务
方式、提高服务水平，为项目单位
提供更加便捷优质高效的服务。

（于凇）

清理整治“禁用网具”
莱阳打击严重破坏渔业资源的违法行为

近日，莱阳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组织开展“禁用网具”集中清
理整治行动，有效打击使用禁用
网具、网目尺寸不合格渔具等严
重破坏渔业资源的违法行为。

该局通过对沿海群众进行走
访调查，组织执法人员对重点水
域进行巡查等方式，进一步摸清
沿海禁用网具使用及分布状况底
数。按照“中国渔政亮剑2022”
系列专项执法行动方案，结合海
域实际和禁用网具分布情况，制
定实施计划，在全市组织开展“禁
用网具”清网行动。

行动分为岸上执法、海上执

法、政策宣传3个小组。岸上执
法组对沿岸重点区域进行巡查，
对岸边堆放、晾晒的禁用网具进
行收缴；海上执法组利用渔政执
法艇对沿海进行全面排查，对发
现的违规禁用网具进行现场清
理；政策宣传组进渔村、登渔船，
沿街悬挂横幅、张贴通告，发放宣
传材料，宣讲政策法规。

截至目前，共清理收缴违规
禁用网具100余具，接受宣传教
育人员300余人，有力地震慑、打
击了海上违法违规捕捞行为，提
高了广大渔民遵法守规意识。

（邵壮 白兆新）

专项处置辖区路面病害
莱阳公路中心守护百姓出行安全

近日，在G204烟沪线沐浴店
公路站附近的路面修补施工现场，
莱阳公路中心的养护人员正顶着
烈日，在机械的配合下，挥动着铁
锹、铁耙忙绿着，橙色的马甲已经
被汗水浸透，汗珠顺着他们脸颊不
停的滑落却顾不得用手擦拭。

据了解，自G204烟沪线莱阳
段绕城改建工程建成通车以来，便
承担起了大型货车来往通行的主
要职责，长时间的大型货车碾压和
超负荷运作，使得部分路段、路面
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坑槽、裂缝等病
害。为了及时消除道路安全隐患，
保障公路安全畅通，莱阳公路中心
以2022年“省路网检测”为契机，
组织开展了路面病害处置专项行
动。据悉，此次活动自5月21日
开展，将持续一周左右。

施工期间，该中心严抓施工

安全关，严格按照《养护作业安全
施工标准》加强施工区域安全监
管，规范摆放安全标识标牌，指挥
引导过往车辆减速安全通行。同
时，严把施工质量关，在修补过程
中养护施工人员认真落实修补技
术规范，严格执行“划线、割缝、破
碎、清底、摊铺”等工艺要求，按照

“圆洞方补、碎洞通补、浅洞深补”
的修补原则，对路面坑槽等病害
进行了全面修复，确保坑槽修补
达到了接头密实、牢固、平顺的施
工标准。

截至目前，该中心累计共出
动人员120余人次，修补路面坑槽
1100余平方米。下一步，该中心
将继续加大道路日常巡查管养力
度，对路面病害争取做到早发现、
早处置，保障公路安全畅通，提升
道路通行能力。（邵壮 宫雪龙）

重点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眼下，莱阳市胶东智慧物流港一
期C区的昌誉科技技改项目一派繁忙
景象，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基础
上，施工人员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处
处都是热火朝天的气氛。

据悉，该项目于今年5月上旬完成
招标，5月中旬正式开工建设，目前二
号车间、附属用房基槽垫层已完工。
项目总投资30000万元，建设地点位于
长江路以东、龙门西路以北的山东华
源莱动内燃机有限公司南面。项目
将购置密炼机、开炼机等 300 台(套)，
新建高端智能汽车零部件自动化生产
线40条，对混炼、预成型、骨架处理、硫
化、充磁等工艺进行全面升级。达产
后，新增产能20000万套，年可生产各
类密封制品 35000 万套，可增加收入
40000万元、利税5800万元，增加就业
岗位100个。 （宫焕勤 李世超）

税费缓缴“缓”出企业发展活力
莱阳“一对一”精准服务500余家企业

“春节前后是食品的销售高峰期，岁
末年初资金吃紧是常态，1月份的时候，
我们公司缓缴了去年四季度的1400万
的税费，及时缓解了资金流的紧张。”说
起阶段性延缓缴纳税费政策，莱阳龙大
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晒起了“红利
账单”。

龙大食品有限公司经营涉及蔬菜基
地种植，食品加工，包装制造等多种产
业。其中，食品业为核心产业，系列精加
工农产品出口到日本市场，同步向亚洲
及欧美国家和地区辐射。疫情发生以
来，受购方资金链紧张影响，回款较为缓
慢，而春节前后订单需求量大，原料采
购、职工工资等处处需要资金。“税收优
惠政策引起‘链条效应’，让我们对于新

产品、新设备不再是观望心态，而是敢于
超前投入，企业的发展没有了后顾之忧，
拼劲更足了。”公司负责人对缓缴税费政
策赞不绝口。

为助力中小微企业纾困解难发展，
国家出台并延长制造业中小微企业部分
税费延缓缴纳政策，切实为广大中小微
企业增添发展信心、注入发展活力。国
家税务总局莱阳市税务局主动作为，扎
实开展好税费缓缴工作，加大对市场主
体的支持力度，千方百计帮助企业纾困
解难，用实打实的“税力量”助力经济社
会发展。

“缓缴税费政策是去年 10月出台
的，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只要符合要求就
可以享受。”莱阳市税务局工作人员介绍

说，“组合式税费优惠政策落实已成为了
优化营商环境中的关键一环，在工作中，
我们充分发挥税收大数据作用，主动甄
别符合优惠条件的市场主体，‘一对一’
精准推送政策，设置税务服务专员，累计
服务500余户企业。”

“我们公司前期已投入很多资金，经
济紧张，压力比较大，多亏有税收优惠政
策，我们可以缓税，缓解了资金压力，让
我们没有了后顾之忧，好好发展业务，太
感谢税务部门了！”莱阳真鲜味食品有限
公司负责人如是说。

据悉，莱阳真鲜味食品有限公司是
我市一家以生产速冻食品、肉制品、粮食
加工品为主的企业，按照税收政策规定，
可享受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缓税优惠政

策。莱阳真鲜味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丘
洪良感叹，“多亏税务部门的缓税政策，
解了我们燃眉之急，这次又有延续缓缴
的利好消息，更加增添了我们企业发展
信心。我们可得用好这个税惠红利，创
新工艺，开发新产品，加速扩产扩能，开
启二次创业！”

莱阳市税务局将继续深入开展“我
为纳税人缴费人办实事暨便民办税春风
行动”，把助企“问题解决率”和“企业满
意率”作为工作标杆，持续为中小微企业
提供更加精准的分类办税服务，同时加
强小微企业的纳税信用等级管理，深化
与银行的“银税互动”合作，帮助中小微
企业解决融资难问题，助力企业高质量
发展。 （邵壮 郭娇）

把美丽刻进乡村幸福图
龙旺庄街道“党建+人居环境整治”擦亮乡村振兴底色

走进莱阳市龙旺庄街道纪格庄村的
党建文化广场，这是一片4000多平米的
荷塘景观，青山环绕，碧水清池，微风拂来
朵朵荷花婀娜招摇，惹来一阵“莲叶深处
谁家女，隔水笑抛一枝莲”的遐想。“谁来
俺村不说一声羡慕，住在村里就像住在花
园里。”在纪格庄村采访，村民心底的自豪
感和幸福感显而易见。

变化不仅仅发生在纪格庄村。让村
庄整洁宜居像花园，增强人民的环境获得
感、生态优越感和生活幸福感，打造干净、
整洁、有序的农村人居环境是龙旺庄街道
推进人居环境整治的目标。

今年来，龙旺庄街道坚持突出党建引
领，积极探索“党建+”模式，形成“支部引
领、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共治共建氛
围，推动党建引领与人居环境整治深度融

合，切实把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作为体现基
层党组织凝聚力和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的“练兵场”，不断提升乡村“颜值”，扮
靓“面子”、做实“里子”，擦亮乡村新底色。

纪格庄村党支部书记房官晓说：“我
们村这么多年打扫卫生总结的‘秘诀’，就
是要让人人参与，形成你追我赶的氛围。”

根据环境治理的需要，龙旺庄街道充
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从始至终强
化党员干部的引领示范带动作用，让党员
干部走下去，让群众跟过来，从而逐渐吸
引群众参与到人居环境整治中来。

同时,建立人居环境网格化管理机
制，积极发挥“镇+村+网格”监管体系，进
一步明确责任主体和责任人,建立并落实
日常督查、定期通报、考核奖惩等制度,以
严督实考激发和调动广大干部的主动性、

创造性,推动人居环境整治各项工作落到
实处、见到实效。定期组织开展人居环境
提升现场观摩评比会，以“见实效”为抓
手，以“治根本”为目的，采取现场查看、互
查互评、红黑榜、微信工作群公开晾晒等
方式，激发干劲，形成比学赶超、以干促效
的浓厚氛围，推动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提档
升级、提质增效。

以纪格庄为例，该村根据村庄小组划
分5个村庄环境卫生区域，村支部书记、村
委主任兼任网格长，其他村“两委”成员兼
任网格员，负责对每家每户开展宣传、督
导工作，实现每户门前“三包”。对评比环
境卫生差的区域，由村支部委员及小组长
一起对保洁员日常工作进行督导督促，确
保村庄环境卫生干净整洁。

“你看这些石榴苗，都是今年春天新
种下的。”房官晓指着房屋前的石榴树说
道。今年，纪格庄村委制定了新的奖励措
施：对清理房前屋后干净的住户奖励两株
石榴苗，栽种在门前。

起初，有部分村民不为所动，但是眼

看着家家户户门前都种上了石榴树，便再
也坐不住了，积极主动将房前屋后拾掇的
亮亮堂堂，急忙将村委成员叫来“验收”。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纪格庄村掀起了一场

“全民总动员”，村庄面貌焕然一新，家家
户户门前都种上了石榴树，村委共计购入
石榴苗1200余株。

门前种下石榴树，除了是一种奖励机
制，更包含着纪格庄村对未来的“美丽规
划”。“石榴树不仅寓意好、可结果，而且花
朵硕大灿烂，有装饰村庄环境的效果。”房
官晓告诉记者，计划今年秋天再在村里种
上一片牡丹，将石榴和牡丹打造成纪格庄
村的“特色风景”。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龙旺庄街道办
事处主任李克玉表示，既要推进村庄基础
环境卫生实现“共同美”，又要因地制宜让
各个村庄“美出特色”。接下来，龙旺庄街
道将进一步推动农村人居环境与周边环
境融合，推动商业和文旅有机融合，带旺
文旅产业经济，打造乡村振兴示范镇，促
进城乡融合发展。 （邵壮 吕文娟）

限期整改并罚款2万元
莱阳市一液化气场站气品质量不达标被查处

近日，莱阳市城镇燃气领域
安全生产指挥部根据山东省《城
镇燃气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对一
液化气场站做出限期整改并罚款
22764.70元的行政处罚。

3月以来，莱阳市城镇燃气领
域安全生产指挥部委托第三方检
测机构对辖区内液化气站气体质
量进行了专项检测。通过检测，

莱阳市联升燃气能源有限公司军
民液化气站气品质量不达标，违
反了山东省《城镇燃气管理条例》
第十七条规定：未向燃气用户供
应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燃气。

据此，莱阳市城镇燃气领域
安全生产指挥部依法对其作出限
期整改并罚款22764.70 元的行
政处罚。 （李维情 鞠秀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