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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记者 宋晓娜）3
月30日下午，芝罘区集贸市场升级
改造动员暨食安城复审迎检推进
会议在芝罘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召
开。区集贸办、食安委成员单位，
各街道（园区）负责同志及农贸市
场专业投资运营公司中渼集团
——恒正惠佳（山东）网络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市场代表等共
计60余人参加会议。

会上，区市场监管局负责同志
从文件出台背景、目标任务、实施
措施等方面解读了《集贸市场升级
改造工作方案》。他指出，我区将
采取“室内市场农加超改造”“顶棚
市场整体重建”“彻底关停”等形

式，分类分批推进市场改造，改善
硬件设施落后局面，提高市场经营
秩序，初步建成一批硬件设施良
好、管理规范的市场。食安城创建
工作方面，介绍了全区创建工作形
势及最新要求，会上通报了全区复
审迎检工作进展情况及存在问题，
要求各相关单位在下步工作中要
做到“四个到位”，全面做好复审迎
检工作。

会议指出，集贸市场升级改造
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要切实
将升级改造作为一项重要民生工
作来抓。要按照属地管理、部门配
合、各司其职原则，进一步细化任
务、量化标准，共同做好集贸市场

改造工作。要充分运用市场化手
段，解决存在的改造资金短缺、市
场管理水平落后等问题。要加强
马路市场管控，结合疫情防控和集
贸市场升级改造，依法关停取缔马
路市场。要强化督查狠抓落实，定
期组织召开市场改造工作协调会，
每月通报工作进程及成效，将集贸
市场改造工作列入对街道（园区）
年度绩效考核内容，严格落实奖
惩。

会议强调，在食安城创建工作
方面，区食安办要切实发挥牵头抓
总作用，以督导督查为抓手，严格
各项任务的落实。区食安委各部
门要落实好部门监管责任，分兵把

口，履职尽责做好迎检业态的行业
管理工作。各街道园区要按照属
地管理原则，建立健全街区层面的
食品安全工作机构，依法落实监管
职责。在此基础上，要建立食品安
全议事协调机制，健全基础监管工
作机制，捋顺应急、舆情处置工作
机制，保障好、维护好广大人民群
众饮食安全。

会上，凤凰台办事处、世回尧
办事处就集贸市场改造工作分别
作表态发言。中渼集团——恒正
惠佳（山东）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与凤凰台街道办事处、通伸街道
办事处签订集贸市场升级改造战
略投资合作框架协议。

本报讯（YMG记者 云全 通
讯员 程俊 摄影报道）时下，风干
物燥，大风天较多，森林防火形势严
峻。为切实保护好森林资源和人民
生命财产安全，我区不断加大森林
防火力度、细化森林防火措施，以高
度的政治责任心和使命感，全力打
好春季森林防火攻坚战。

高度重视，做好有针对性的安
排部署。进入防火紧要期以来，我
区多次召开会议对森林防火工作进
行专题部署，提出“一手抓防疫，一
手抓防守”的要求，统筹做好疫情防
控和森林防火工作。各街道（园区）
及有关部门多次召开森林防火工作
会议，结合自身实际对森林防火工
作进行强调和部署。区森防指办公
室结合我区实际，印发了《关于切实
做好“春节”和“元宵节”期间森林防
灭火工作的通知》《关于做好当前疫
情防控时期森林防灭火工作的通
知》《关于印发开展野外火源专项治
理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等系列文
件，对各重点时期的森林防火工作
进行安排部署，要求各部门单位高
度重视森林防火工作，提高防范意
识，切忌麻痹大意。

履职到位，强化森林防火责任
落实。3月份以来，全区上下根据
各自工作职责，切实落实好森林防
火责任。我区成立专门督导小组
到各街道（园区）开展森林防火督
查，实地解决街道（园区）在森林防
灭火工作中遇到的问题；13个防疫
督导小组在扎实做好防疫工作督
导的同时，对护林员24小时值守、
森林防火宣传标语张贴、林下可燃
物清理等情况进行了有针对性的
督导；区森防指办公室适时调整
《森林防火网格化台帐》，将森林防
火管护责任落实到人。各街道（园
区）采取多种形式预防森林火情，
对上山的重要路口进行“硬隔离”，
禁止上山祭扫和游玩；清理林下可
燃物，降低林区森林火险等级；集
中洒水车每日对重要部位进行循

环洒水；开沟挖渠，引水上山；购买
金属探测设备对进山人员携带火
种情况进行检测，及时消除火险隐
患，严防发生各类安全事故。

严密督查，力促问题隐患整改
到位。从2月份至今，区森防指办公
室会同区自然资源局，采取“四不两
直”方式对街道（园区）森林防火工
作开展了多轮暗查暗访，共发现问
题隐患43处。对检查中发现的问
题，及时反馈给属地街道（园区），要
求对存在的问题隐患立即整改，同
时要求将森林防火工作进一步细化
到每个山头、每个岗位、每个专人。
针对近期森林防火的严峻形势，区
森防指办公室制定了针对性更强、
措施更具体的督导方案，从即日起
到5月底继续采取“四不两直”的方
式对全区森林防火工作开展督查，
覆盖全区11个有林街道（园区），确

保森林火灾防控措施落实到位，努
力营造安全稳定环境。

提前调研，夯实森防队伍建设
基础。3月初，烟台市下发《烟台市
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全市森林消防
专业队伍建设的意见（征求意见
稿）》，根据通知要求，结合我区实
际，上报了关于对森林消防专业队
伍建设的意见建议。同时，区森防
指办公室提前作为，对全区目前森
防队伍的人员、装备、场地等情况
进行了摸底，初步掌握了底数，为
下步全区森林防火队伍的标准化、
职业化建设打下基础。进一步完
善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加强防火救
援通道、森林消防蓄水池的建设和
维护，并且做好应急救援物资储
备，强化科学防火、预警响应、应急
处置和基础保障等基础能力建设，
将基础工作做细做实。加强应急

救援队伍建设，整合辖区各专业队
伍的力量，健全应急救援指挥机
制，不断提升森林消防队伍的装备
能力和应急能力。

做好警示，持续扩大宣传半径
力度。区森防指办公室借助印刷
彩页、短信平台、微信公众号等多
种宣传媒介，多层次、不间断开展
森林防火宣传工作。截至目前，已
印发《烟台市森林防火条例》《禁火
令》《十不准》等各类森林防火宣传
品6种共计14.5万份；与中国移动
公司合作，发送森林防火提示短信
2000余条。起草了《森林防火倡议
书》，并通过“芝罘湾畔”微信公众
号在全区进行转发，同时，对《森林
防火倡议书》加印1.3万份，下发给
全区各街道（园区），营造了全民关
心森林防火、参与森林防火、支持
森林防火的良好氛围。

我区将分类分批推进市场改造
集贸市场升级改造动员暨食安城复审迎检推进会议召开

全力打好春季森林防火攻坚战
我区将防火管护责任落实到人，防患于未“燃”

本报讯（YMG记者 禛祎 通讯员
王琳）为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
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近日，区
退役军人事务局机关党支部以“履职守
初心·战疫践使命”为主题，开展了形式
新颖、印象深刻的主题党日活动。为让
全体党员干部充分参与到党建活动中，
将依然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党员干部提
前组成临时党小组，此次主题活动的开
展也为他们在疫情防控一线继续坚守
凝聚了力量。

主题党日在不忘规定动作的同
时，结合全局疫情防控实际情况，重点
开展了“五个一”特色动作，重温“入
党誓词”并进行了“抗击疫情承诺”宣
誓；播放《我的国，有颗跳动的红心》
进行党课微视频教育；观看了《我是党
员我先上》等6个凝聚党员正能量的
短视频；学习了“最美基层民警”付绍
刚同志“戎装虽脱，军魂依在”的先进
事迹；最后，局党组书记结合防控工作
实际为全体党员干部上了一堂入心入
脑的党课，教育引导全体党员干部心
存爱党之心、敬畏之心、守规矩之心和
感恩之心，并鼓励大家在2020年铆足
劲、快马加鞭，为疫情防控工作、为我
区退役军人事务工作开展贡献力量。

此次主题党日活动进一步增强了
全体党员干部，尤其是在疫情防控一
线党员干部的民族自豪感、使命感，也
坚定了他们的初心使命和责任担当。
大家纷纷表示将把在这次主题党日活
动中领会到的精神内化为正能量，为
最终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汇聚力
量，为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做出积极贡献。

本报讯 （YMG 记者 云全
通讯员 议云）目前，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日趋稳定，企业复工
复产全面展开，辖区居民也陆续
到人社服务大厅办理业务。作为
重要民生服务部门，连日来，区人
社局坚定树立“全力防疫情、稳就
业、降成本，着力促和谐、抓人才、
强队伍”的工作目标，及时回应广
大企业和人民群众的期盼与诉
求，第一时间宣传中央、省、市出
台的各项复工复产扶持政策，多

渠道推广人社部门的稳岗补贴、
社保减免、技能培训、创新创业等
一系列优惠政策，征集企业用工
需求，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尽
快享受各项补贴，进一步提振企
业发展信心，将政策红利转化为
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

为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
斗堡垒作用和基层党员干部的
政策宣传员作用，近日，区人社
局机关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干
部上了一堂硬核的“我学政策我

宣传，为民为企优服务”的特色
主题党课，由该局社会保险科和
就业中心的负责人现场讲解分
析最新的惠民惠企政策。党课
学习过程中还专门设置了现场
答疑环节，针对各位党员提出的
问题，两位负责人都给出了详细
的政策解释，通过政策讲解，让
更多同事了解到政策的实质内
容，并且鼓励大家通过网络平
台、公众号、微信朋友圈等各种
渠道一起宣传政策，在面对企业

和群众咨询时，每一名人社干部
都可以准确解答和回应提问，确
保优惠政策真正落到实处。

一堂精彩的政策宣讲党课结
束了，一系列优惠扶持政策的宣
传还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区人社
局党员干部们纷纷表示，各项惠
企惠民政策给力、实在、贴心，一
定要积极主动地向身边的家人朋
友以及办事企业、群众多多宣传
这些政策，让更多的企业和百姓
受益。

本报讯（YMG 记者 宋晓娜 通
讯员 李庆绪）为进一步发挥疫情防
控工作中的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
用，3月 27 日，区信访局党支部利用
工作间隙，组织召开第一季度党员大
会，开展了“履职守初心、战疫践使
命”主题党日活动，对疫情防控工作
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切实把思想拧
得更紧、阵地守得更牢，党徽擦得更
亮，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总体战、阻击战。

活动在重温入党誓词中拉开序
幕，全体党员庄严宣誓并郑重承诺:积
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响应党组
织的号召和要求，争当疫情防控的表
率、维护稳定的表率、保护人民的表
率。党支部书记林臣为全体党员上了

“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让党旗在战
疫一线高高飘扬”专题党课，教育党员
践行“初心使命”“为民宗旨”，把打赢
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作为“为民情怀”
的一次最重要检验。随后，全体党员
集体观看了微党课视频，并开展了“谈
一会献一计”活动，党员代表围绕主题
党日活动谈认识、表态度，并积极建言
献策，群策群力共同做好单位疫情防
控工作。

通过此次主题党日活动，全体党
员进一步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
凝聚了疫情防控的强大合力，形成了
共克时艰的强大正能量。下一步，区
信访局将紧紧围绕“为人民群众解
难，为党委政府分忧”的宗旨，立足工
作本职，争先创优，以担当作为为党
旗增辉添彩。

区人社局学习宣传各项复工复产扶持政策

区信访局党支部
履职守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