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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栖霞市翠屏街道联
合市消防救援支队、公安局、
交通局、卫健局、司法局、住建
局等13家单位志愿者服务队
紧紧围绕“遵守安全生产法 当
好第一责任人”这一主题，积极
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月”宣传咨
询日活动。

此次活动分设向阳社区
和涌泉社区两个会场，工作人
员通过设置咨询台、摆放展
板、发放宣传资料、宣传手册、
悬挂标语、口头讲解、现场演
讲等形式宣传安全生产法律

法规、安全科普常识、应急处
置、自救互救方法及防灾、减
灾、救灾常识等安全科普知识
和技能，并耐心解答社区群众
关心的安全生产相关问题，教
育引导群众要树立安全防范意
识。共摆放宣传展板25块，悬
挂宣传横幅15条，接受群众咨
询80余人次，免费发放《地震
科普读物》《特种作业行业常见
问题解答汇编》《灾害民生综
合保险明白纸》等宣传资料
800 余份，累计受众达 1000
余人。 (赵巍巍 赵林)

安全生产宣传进社区
翠屏街道开展宣传咨询日活动

近日，栖霞市持续迎来高
温天气，给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工作带来挑战。为进一步做
好夏季高温天气下道路交通
安全管理工作，坚决预防重特
大道路交通事故，确保辖区道
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平稳，庙
后镇派出所民警同志冒着
34℃高温，开展清理违规占道
经营专项行动。

执法行动中，民警们沿着
辖区交通干线、主要村路、大
小集市出入口等车流量大、人
员密集的区域进行高强度巡
逻，对路边水果摊、小吃摊等
违规占道经营行为，发现一起
清理一起，并对经营者进行严
厉批评教育，排除交通安全隐
患，保障道路安全畅通。

(赵巍巍 鲁佳乐)

确保道路交通安全
庙后镇整治违规占道

为规范农村市场食品生
产经营，打击生产销售假冒伪
劣食品行为，提高农村食品安
全水平，近日，栖霞市亭口镇
食安办联合市场监管所、派出
所等开展了农村假冒伪劣食
品专项整治行动。

此次行动整治重点为小
作坊、小商店、小摊点、小餐馆
等食品生产经营主体。重点
品类包括方便食品、休闲食
品、酒水饮料、调味品、乳制品
等。重点检查经营者是否存
在食品假冒、侵权“山寨”、“五
毛”零食、“三无”、劣质、超保

质期食品等违法违规行为。
同时对经营者主体资质、环境
卫生、产品标签标识、食品进
货查验和索证索票进行了重
点关注，执法人员现场要求广
大食品经营者树立食品安全
责任意识，认真落实食品安全
管理制度，严把质量安全关。

截至目前，共出动执法人
员26人次，检查农村食品经
营单位13家，对1家销售过期
食品的食品销售店立案查处，
并对其他食品经营者现场发
现的问题进行了督促整改。

(赵巍巍 高朋)

保障农村食品安全
亭口镇整治农村假冒伪劣食品

6月21日，栖霞市寺口镇
应急办联合市综合执法局对
辖区内的餐饮场所开展燃气
安全“回头看”专项检查行动。

在检查过程中，检查人员
对液化气罐是否泄漏、胶管的
状态、连接处是否漏气等情况
进行了排查，同时向检查对象
普及了燃气的正确使用方法和
注意事项等安全常识。检查过

程中要求餐饮经营者严格按照
燃气安全使用制度储存和使用
瓶装燃气，同时对店内瓶装燃
气存放的数量、位置、供应、配
送情况进行检查，确保店内瓶
装燃气符合标准要求。

下一步，寺口镇将继续做
好深入排查工作，强化整改“回
头看”，确保隐患整改到位。

（赵巍巍 汪洋 张继昊）

强化整改“回头看”
寺口镇开展燃气安全检查

为强化辖区企业消防安全
监管，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栖霞市桃村镇应急管理办公室
日前对辖区企业开展了燃气消
防安全专项检查。

检查组重点对企业消防
设施是否运行正常、消防安全
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是否畅
通、疏散指示标志和应急照明
装置是否完好有效、电器线路

是否定期维护保养和检测、应
急救援的制订和演练情况、企
业食堂是否使用超期气瓶或
检测不合格气瓶、是否从正规
渠道进气以及液化石油气器具
的使用、建筑安全、软管的安装
和企业建筑安全用气情况等
进行了仔细排查，对检查过程
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提出整改
措施并要求立即整改。

(赵巍巍 郭阳 张馨予)

加强企业消防监管
桃村镇检查企业燃气消防安全

为进一步加强加油站安
全管理，消除各类安全隐患，6
月21日，唐家泊镇对辖区加油
站开展安全检查工作，切实查
找各类安全隐患，防范于未然。

检查人员重点对加油站
安全管理制度、消防器材配
备、视频监控运行、安全防护器
材、工作人员消防安全常识掌
握情况等进行了详细检查。同

时，要求加油站负责人要牢固
树立消防安全无小事的理念，
时刻紧绷消防安全弦，不定期
组织开展火灾隐患排查和员
工消防安全知识技能培训，全
面提高加油站的消防安全管
理水平和员工应急处置能力，
坚决遏制和杜绝火灾事故的
发生。

(赵巍巍 牟聪）

消除加油站消防隐患
唐家泊镇开展安全检查工作

为持续做好燃气行业安
全生产工作，近日，栖霞市杨
础镇安监办联合燃气工作专
班到杨础镇富水源液化气有限
公司开展安全生产专题培训。

培训分两部分进行，首先
组织企业员工集体观看了安
全生产事故警示教育案例宣
传片，系统学习了安全生产法

律法规及燃气安全知识。然
后，工作人员系统讲解了企业
内燃气管线的日常检测及发
现泄漏后如何处置等知识。
通过培训，进一步提高从业人
员安全意识，增强隐患排查和
应急处置能力，从源头上杜绝
燃气安全事故发生。

(赵巍巍 潘茹萍)

杜绝燃气事故发生
杨础镇组织企业开展安全培训

建起果蔬大棚
村里群众“富”起来

今年以来，苏家店镇积极动员各方力
量、整合各类资源、强化各项举措，深入推进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打响人居环境整治攻坚
战，助力乡村“颜值”大提升。

重视宣传造势
“比”出家喻户晓

一方面，苏家店镇坚持宣传开道，打造
浓厚氛围。发挥线上线下两个平台，充分发
挥“大喇叭”覆盖面广、宣传速度快、接收度
高的优势，定时播放人居环境整治相关政
策、知识，各村干部、网格员走村入户开展宣
传，为人居环境整治造响舆论阵势；同时，利
用微信公众号、微信群、抖音等新媒体平台
发布村庄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要求和最新进
展，在展现苏家店风采的同时，引导群众树
立环境卫生长久保持的理念。另一方面，活
用评比评先提振士气。在做好常规宣传的

基础上，注重工作造势，开展人居环境整治
提升现场观摩会，组织人居环境大整治“擂
台赛”，通过“晒一晒”“评一评”“比一比”，传
导压力，让各村看到差距，找到短板，营造

“比学赶超”的氛围。

统一各方思想
“干”出万众一心

一是党员干部带头干。以党建引领、党
员带头的形式，组织全体镇村党员干部先后
开展“美丽苏家店”卫生整治行动，并向镇域
内商户、群众宣传环境卫生知识，环境卫生得
到明显改善，让群众看得见、记在心。二是动
员群众一起干。镇级多次召开支部书记会，
各村召开党员大会、村民大会，围绕人居环
境整治目标愿景进行宣讲，征求群众建议、
争取群众支持，共同研究解决问题路径，通
过群众说服群众、动员群众，发动最广泛力

量，自愿改善环境，建设家园。

凝聚群众力量
“整”出山清水秀

一是开展顽瘴痼疾集中整治。由镇长
牵头成立人居环境督导组，坚持随机督导
和定点督导，坚持问题导向，引导群众积极
参与人居环境集中整治行动，对镇驻地和
村庄内的积存垃圾、畜禽粪污、私搭乱建以
及道路两旁的白色垃圾、杂草杂物、小广
告、反光膜进行集中清理，确保了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有效落地、务实推进。二是
发挥群众内生动力。以人居环境整治成果
的可持续为思路，充分发挥群众在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中的主力军作用，着力完善村
规民约、理事会等自治组织，让整治环境、
美化村庄、门前三包、清理庭院活动等成为
群众主动参与的自觉行动。

科学考核激励
“评”出担当作为

一方面，用好督导检查“推动力”。建立
并完善了镇村垃圾收集清运、镇村日常清扫
保洁、村级公益性岗位保洁员管理考核、门
前“三包”及日常督查检查等制度，压紧压实
村庄清洁行动镇、村两级责任，每月开展一
次监督检查工作，及时交办问题责任清单，
以督促改，以改增效，确保村庄清洁抓在日
常、严在经常。

另一方面，发挥绩效考核“指挥权”。将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纳入年度绩效考核，工作
成效与各站所、各村干部绩效挂钩，并对投
入多、效果好、亮点足的村在分配年度农村
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经费时予以倾斜，激
励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有力开展。

(赵巍巍 杨凯波)

助力乡村“颜值”提升
栖霞市苏家店镇整治农村人居环境

““三同三同””教育基地入驻十里堡村教育基地入驻十里堡村。。

公益菜园公益菜园。。

栖霞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帮扶建造的葡萄示范大棚栖霞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帮扶建造的葡萄示范大棚。。

走进栖霞市西城镇十里堡村，映入眼
帘的是村口处红砖青瓦别具特色的景观小
品，“栖霞市三同教育基地”几个鲜红的大
字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整洁宽敞的
村路，一步一景的文化墙，生机盎然的葡萄
示范大棚，无不彰显出小山村的无限活力
与生机。

近年来，栖霞市委市直机关工委以党
建为引领，以发展为目的，以帮扶为举措，
安排驻村第一书记带领全村百姓蹚出一条
乡村振兴新路子。乡村美了，百姓富了，一
幅描绘着百姓安居乐业的乡村振兴“大蓝
图”在这里徐徐展开。

人居环境整治
生活环境“美”起来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2021年，栖
霞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包帮西城镇十里堡
村，并派驻谢忠劼同志为该村第一书记。

“既然组织信任咱，安排我来村里干第一书
记，咱就得干出个样来，让百姓生活跟芝麻
开花一样节节高！”谢忠劼告诉记者。

让百姓的生活环境更加整洁，让村容
村貌焕然一新。第一书记带头干，党员干
部抢着干，村里群众跟着干，人居环境整治
在小山村里“火”起来。

人心齐，泰山移。早上5点多，村里的
党员干部和老百姓就自发地拿着扫帚、铁
锹，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到现场一起清理清
运村里积攒多年的垃圾堆。村里77岁的
老书记孙敬德虽然满头白发，依然跟着大
家伙们干得热火朝天，“岁数大点怕啥，俺
身子骨还硬朗着哩，为了全村环境干净整
洁，全体党员齐上阵，咋能没有俺！”孙敬德
老人乐呵呵地说。仅5天时间里，全村老少
爷们齐上阵，全村累计出工100余人次，清
理、搬迁杂草堆30余处。

垃圾堆清理了，杂草堆不见了，大家
又把目光投向了村里的违章建筑。“拆违
建，党员干部不带头谁带头，俺先拆！”76
岁的老党员路得忠拎着炮锤砸向了自家
的违建草棚。有了党员干部带头，村民们
纷纷将自家违建拆除。

如今的西城镇十里堡村，宽阔的主街
道连起整个村落，一排排瓦房错落有致，
掩映在红花绿树间，仿佛陶渊明笔下的

“世外桃源”。

“三同”教育基地
党员群众“连”起来

近日，一批特殊的“客人”走进十里堡
村，倾听基层百姓最真实的声音，用脚步丈
量田野的长度，用真心感受泥土的温度，了
解“乡村振兴”一线的真实场景。他们把课
堂设在田野，把文章写在大地上。

原来，栖霞市直机关2022年上半年党
员发展对象培训班的28名学员走进西城
镇十里堡村“三同”教育基地，同住农家屋、
同吃农家饭、同干农家活，锤炼党性修养，
筑牢群众观念，增进干群感情。

栖霞市三同教育基地是在栖霞市委组
织部的指导下，由栖霞市委市直机关工委、
栖霞市委党校、西城镇党委联合打造，旨在
创建党员干部教育培训新模式，助力乡村
振兴，通过开展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同吃、
同住、同劳动的体验式锻炼培训，加强党员
干部与群众面对面交流、心连心沟通，自觉
强化党性观念和宗旨意识，将“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根植于心，达到“深入基层、
联系群众、增长才干、历练作风”的教育目

的。
“能深入基层农村向百姓群众学习，真

的特别有意义，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
民、服务人民，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我们一
同奋力前行！”年轻的学员满是激动地说。

满载新收获，踏上新征程。参训学员
们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在行动上
深入群众，在感情上更加贴近群众，既体会
到了新时代乡村发展的变化，又强化了对
基层群众工作的认识，用心感悟党员干部
身上那份沉甸甸的使命与担当。

乡村振兴，“造血”是关键。为了调整
村种植产业结构，带领全村百姓增加收入，
栖霞市委市直机关工委投入帮扶资金7万
元，建起占地1亩的果蔬示范大棚，并栽种
了“阳光玫瑰”优质鲜食葡萄。

“3月份，我们从河北买回的‘阳光玫

瑰’葡萄苗，如今已经萌芽长枝蔓了，这类
鲜食葡萄耐储存运输、口味极佳，在葡萄种
植领域有着‘霸主’的地位，3年达到丰产
期，亩产葡萄4000斤以上，超市都抢着收
购，不愁没销路，丰产后每年的收入将在6
万元以上。”该村第一书记谢忠劼满是欣喜
地介绍说。

集体有了收入，百姓就有了奔头。为
了最大限度发挥土地的作用，谢忠劼带领
大伙在大棚空隙种上了各式各样的蔬菜。

“这是辣椒、那是茄子、还有生菜、油菜
……”他如数家珍地介绍着，“咱们大棚的
蔬菜一部分免费供给孤寡老人、家庭生活
困难的群众，让他们感受村集体的温暖。”

“下一步，我们还将充分利用大棚上半
部分空间，在半空立体种植草莓，少说每年
也能增加1至2万元的收入，慢慢引领更
多的村民加入到果蔬大棚种植上来，带领
全村百姓共同发家致富。”谈起全村下一
步发展的打算，谢忠劼满是喜悦与期待。

特色公益菜园
乡村名片“亮”起来

“妈妈，周末您一定带我一起去十里堡
村的公益菜园呀，我种的玉米该浇水啦！”
在十里堡村南耩地，1亩地面积的特色公益
菜园，引来了城区周边的学生及家长纷纷
前来感受别样的“田园风光”。

“我们的公益菜园是免费为大家开放
的，主要对象是城市的中小学生及家长。”
谈起打造特色公益菜园，谢忠劼打开了话
匣子，“这里位于城郊，交通便利，打造特色
公益菜园主要目的就是让城市更多的学生
及家长加入到基层劳动实践活动中来，让
更多的人了解十里堡村有这样一处特色公
益菜园，能够让他们带着孩子前来认知农
作物、亲近自然。”

特色公益菜园接地气、有热气、聚人
气。越来越多的学生及家长喜欢来公益菜
园进行劳动体验。下一步，该村将开荒平
整3亩土地，用于特色公益菜园打造，为更
多城市学生提供基层农村劳动实践场地，
让更多的人了解西城镇十里堡村，走进十
里堡村，爱上十里堡村，真正蹚出一条独具
魅力的乡村振兴新道路。

(赵巍巍 尹彦力 李晶 徐永康)

栖霞市十里堡村在乡村振兴路上脚步铿锵

小山村绘就“大蓝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