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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宋晓娜 通讯
员 苏珊珊）近日，芝罘区审计局组织全
体干部到“双报到”社区开展文明城市创
建联户走访活动。

走访中，机关干部向居民发放创城
《倡议书》，开展满意度调查，详细了解走
访群众的诉求、全面征求群众意见建议，
对相关问题做好引导和解释，并将问题
一一记录，以便向相关部门尽快反馈，高
效解决。引导社区居民自觉加入到创城
队伍中，提高居民对创城的知晓度、满意
度和支持率，为创城营造良好氛围。

区审计局组织
创城联户走访活动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云全 通讯
员 龚伟）近日，区直机关工委结合“党建
聚心、队建聚力”主题活动，在区直机关
组织开展“聚能量 展风采 共发展”机关
党建联盟拔河比赛活动。

拔河比赛分预赛和决赛两个阶段。
自7月中旬起，每周五组织开展预赛，预
赛以联盟小组为单位，每个联盟最终选
拔出两个优胜联盟小组组成联盟代表队
参加8月下旬的决赛。

比赛前期，第三季度机关党建联盟轮
值主席单位统筹协调，完成人员选拔、队
伍组建等，在芝罘区党员组织生活馆进行
第一场预赛，东部火炬联盟的13个单位组
成4支队伍参赛。经过一个小时的激烈角
逐，最终由区市场监管局、区规管办、区大
数据局组成的东部联盟第三小组拔得头
筹，争得“最强联盟小组”称号。

本次比赛，以联盟为单位组队，打破
了部门界限；领导干部积极参与，实现了
干群同乐；队员们奋力拼搏，赛出了风格
水平。同时，促进了部门间的交流，展现
了良好的精神风貌，发扬了团结协作的
精神，增强了凝聚力战斗力。

区直机关工委拔河比赛
聚能量展风采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宋晓娜 通讯
员 玮彬 刘学）近期，区大数据局走进北
秀苑社区，联合开展“一线争锋助创城”
主题党日活动。

活动中，区大数据局党支部书记向
社区党员传达了区委区政府关于创城工
作部署要求，充分结合群众需要，发挥大
数据职能，认领本部门在社区创城中的
工作任务，全力做好科学普及、卫生清理
等工作。全体党员共读创城攻坚倡议
书，切实强化党性宗旨服务意识，带头主
动参与到文明创城工作中。

区大数据局开展
“一线争锋助创城”活动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云全
通讯员 曲颖）今年以来，区司法局
不断创新行政执法监督机制，以全
面推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为主
线，强化执法监督、规范执法行为，
着力提升全区行政执法工作质量，
努力打造稳定、公平、透明的法治
化营商环境，为推动我区经济社会
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保驾护航。

强化行政执法监督，着眼三个
环节创新“三严模式”。严格落实
行政执法检查备案审查制度，强化
行政执法事前监督。督促各行政
执法部门，认真做好疫情防控和复
工复产期间行政执法工作，要求各
行政执法单位制定年度行政执法
检查计划，对除涉及公共安全、生
态环保等检查外，执法单位进行执
法检查前需经区司法局审核，明确
检查依据，严格审核把关，杜绝不
合法检查。严格落实行政执法“三
项制度”，强化行政执法事中监
督。去年，我区成立全省首个综合
执法领域重大执法决定法制联合
审核工作机构，整合国土资源、规
划、住建等单位业务资源优势和法

律顾问专业知识，形成工作合力，
着力化解跨部门、跨领域综合执法
体制改革后综合执法部门法制审
核力量薄弱问题。严格开展行政
执法案卷评查工作，强化行政执法
事后监督。开展执法专项检查和
执法案卷评查，采取定期评查与阶
段性抽查结合、集中评查与部门互
评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行政执法案
卷评查，根据《山东省行政执法案
卷评查办法》等各项要求，对行政
执法的主体、程序等进行全面评
查，并针对推行说理式执法决定
书、完善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程
序等关键环节，收集可复制可推广
的典型做法，对评选出的典型案例
做法进行宣传推广，全面提升全区
行政执法整体水平。

无谓证明一律取消，证明事项
清单做到“两项公示”。一方面，做
到全面清理，推进简证便民。继续
强化证明事项清理工作，按照“谁
制定谁清理”“谁实施谁清理”原
则，对市一级政府设定的证明事
项，一律予以取消；聚焦影响群众
和企业办事创业的“堵点”“痛点”

“难点”问题，凡是没有法律法规依
据的证明一律取消。经过多次汇
总，共梳理出取消的证明事项7项，
保留的证明事项101项。另一方
面，做到公开公示，接受群众监
督。在政府网站信息公开平台设
立“证明事项清单”公示专栏，区人
社局、教体局、住建局等17个部门
网上公示了《保留的证明事项清
单》《取消的证明事项清单》，接受
群众监督。保留清单之外,政府部
门、公用事业单位和服务机构不得
索要证明材料，推动“要证明”向

“无证明”转变。
轻微违法不罚轻罚，立足市场

活力推行“免罚清单”。一方面，推
行“免罚清单”机制，实施审慎监
管。为支持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区司法局探索落实企业轻微
违法行为“免罚清单”机制，转发
《山东省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
处罚和一般违法行为减轻行政处
罚事项清单》，要求全区各行政执
法部门对清单中列举的违法行
为，凡规定有责令改正等行政措
施的，应当运用责令改正等行政

措施；属于首次轻微违法、具有可
罚可不罚自由裁量情形的，尽可
能采取对当事人损害最小的方式
实现法律目的，不予处罚。“免罚
清单”机制的推行，进一步细化完
善了行政处罚裁量权,鼓励企业
及时自我纠错、主动整改,为各类
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新业态、创
新型企业在发展初期提供了更加
宽容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落
实“企业宁静日”制度，营造宽松
环境。要求各行政执法部门进一
步落实“企业宁静日”制度，每月1
日至23日除特殊情况外，任何部
门不准到企业检查，对同一被检
单位的多个检查事项统筹安排、
合并进行，一般不对已检查合格
的事项重复检查，避免干扰企业
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下步，区司法局将进一步从推
动依法行政、规范行政执法角度出
发，推动各行政执法单位坚持以法
为纲、严格依法办事、落实行政执
法责任，助推法治政府建设，打造

“法治芝罘”新名片，为营造良好的
法治化营商环境奠定坚实基础。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宋晓
娜 通讯员 晓凤 摄影报道）为抓好
文明城市创建、争夺“六连冠”殊
荣，芝罘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环卫中
心结合夏季高温实际，以减少垃圾
箱异味、防止垃圾飘散、美化周围
环境为目标，对南大街、二马路、只
楚路等27条道路的垃圾箱统一加
盖，目前已完成450个，预计本周内
完成750个垃圾箱的加盖任务。

8月4日上午9点，记者在凤凰
台路看到，2名工人戴着手套不停地
电焊、安装，为十四中点位垃圾箱安
装崭新的盖子。高温下，工人满头大
汗，安装间隙随手用衣襟揩一下额头
的汗珠。“夏季高温，食物腐烂速度
快，加装盖子可以减轻垃圾箱异味，
美化周边环境。”一名工人说完，拿起
面罩开始其余垃圾箱的电焊工作。
片刻，7个垃圾箱全部戴上“帽子”，原
本裸露的垃圾得以遮挡。

据悉，为全面提升环卫精细化
管理水平，芝罘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环卫中心从细节着手，全面排查市
区垃圾容器，并根据道路特点，在
市府街、胜利路等13条道路分别安
装三种不同风格的果皮桶，让环卫
设施融入城市文化；及时更新、维
修破损垃圾箱，完善环卫设施，提

升城市档次。自环境卫生综合整
治以来，已维修垃圾箱204个、更新
220个；集中油漆全区垃圾箱，延长
箱体寿命，目前已完成全部油漆工
作，正在对部分路段垃圾箱进行二

次补充油漆。下步，环卫中心将着
重垃圾容器的维护管理，加大对垃
圾箱、果皮桶的清洗、消杀频次，确
保垃圾容器干净无异味。

文明城市的创建需要大家共同

努力。夏季高温环卫工人仍然坚守
岗位，在此也呼吁市民不要随意乱
扔垃圾，多走几步将垃圾扔到垃圾
桶内，并养成随手盖桶盖的习惯，共
同维护我们的城市环境卫生。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禛祎
通讯员 战佳颖 李肖璇）根据《烟台
少先队改革实施方案》及团市委、
市教育局、市少工委、市青基会《关
于打造烟台市学校少先队示范阵
地的通知》要求，我区国翠小学、鲁
峰小学经申报分别获批烟台市学
校少先队示范阵地一类、二类项
目。近日，团市委组建联合验收
组，到我区进行少先队阵地核查验
收，团区委以此为契机高标准打造
升级版校园“红领巾学院”，构建
党、团、队一体化红色基因传承链
条。

打造校园“红领巾学院”，筑牢
青少年德育堡垒。自2019年全市

首家示范性少先队“红领巾学院”
在国翠小学正式揭牌。目前，我区
已建立校园“红领巾学院”42处，各
大队组织利用并升级打造学校党
团队室、文化长廊等，将红色文化
植入阵地建设，打造校园“红领巾
学院”，如鲁峰小学升级打造红色
故事墙、红色印记长廊，浓厚校园
红色文化氛围，引导队员们重温红
色革命历史，激励队员从小立志
向、有理想。

深入推行“四共”建设理念，培
养队员“主人翁”意识。各学校在
不断完善阵地基础建设之余更加
重视阵地特色建设，秉承“共建、共
管、共学、共享”理念，发动少先队

员参与阵地设计、建设、管理、学习
等，增强队员使命感、责任感和“主
人翁”意识。国翠小学创新升级

“红领巾”创客教室建设，号召全体
队员积极参加红领巾“五小”活动，
开设电脑编程、3D打印、机器人竞
赛、各类科技、少年科学院、娃娃科
技园等兴趣小组，通过创客活动，
队员们可以接触最前沿的软件、电
子、机械等科学技术，并将想法运
用所学知识动手实现。

创新“红领巾”工作品牌，让传
承教育入脑入心。区少工委以“传
承红色基因，助推少先队工作创
新”为工作思路，通过开展“党团队
三旗传递”“红领巾相约中国梦”

“红色基因我传承”等少先队品牌
活动，增强少先队员的光荣感和组
织归属感。同时，强化阵地融入，
在各学校纷纷打造“红领巾”文化
长廊、宣传园地，让红领巾、星星火
炬等少先队文化元素活跃在校园
的每一面墙壁、每一扇橱窗、每一
个园地，让少先队文化触手可及，
让传承教育入脑入心。

下一步，团区委、区教体局、区
少工委将继续秉承“党建带团建、
团建带队建”的工作思路，深化团
教协作机制，切实加强青少年思想
政治引领，助力青少年成长为有知
识、有品德、有作为的新一代社会
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

强化执法监督 规范执法行为
我区着力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打造“法治芝罘”新名片

我区升级打造校园“红领巾学院”
构建党、团、队一体化红色基因传承链条

本周，750个垃圾箱完成“加盖”
芝罘区环卫中心全面提升环卫精细化管理水平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宋晓娜 通讯
员 刘腾）近日，区医保局组织全体党员
来到“双报到”社区东口社区，共同开展

“奋战创城六连冠 党员干部践初心”主
题党日活动。

活动中，区医保局将“医保圆梦人志
愿服务”与“党群同心齐创城”充分结合，
组织党员发放创城攻坚倡议书、清理社
区卫生死角，进一步增强党员干部为民
服务意识。

活动结束后，大家纷纷表示要做创
城攻坚战的“排头兵”，以“我是党员、向
我看齐”的担当，发挥党员在文明城市创
建中的先锋模范作用。

区医保局主题党日
助力创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