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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宋晓娜 通讯
员 赵云峰）近日，区司法局采取集中学
习、讨论交流、参观见学等形式，组织全
区社区矫正执法人员全面系统地学习
《山东省社区矫正实施细则（试行）》，为
提升社区矫正刑事执法能力，推动全区
社区矫正工作向更高层次发展奠定扎实
基础。

《山东省社区矫正实施细则（试行）》
是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山东省人民检
察院、山东省司法厅、山东省公安厅为
推进和规范我省社区矫正工作，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实施办法》，在
广泛调研、充分论证的基础上，于2020
年10月13日正式联合制定下发的。《实
施细则》内容翔实、贴近基层实际，可操
作性强，利于社区矫正机构和司法所工
作开展。

在学习活动中，区司法局分管副局
长详细解读了《山东省社区矫正实施细
则》各章节内容，重点强调了调查评估、
日常监督管理、教育学习、请销假、居住
地变更以及刑罚执行等程序和规定。
同时，针对如何充分贯彻落实法律、实
施办法及细则，提出明确具体要求。社
区矫正机构和各司法所工作人员围绕
今后如何更加高效地落实社区矫正制
度，提高社区矫正执法能力进行了讨
论。

下一步，区司法局将严格以《中华
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山东省社区
矫正实施细则》为总抓手，以监督管理
和教育帮扶为核心任务，以“智慧矫正”
信息化建设为牵引，强化监督管理措
施，创新教育帮扶工作模式，努力推动
社区矫正工作始终走在前列，为推动全
区经济社会向更高层次跨越赶超发展
贡献力量。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云全
通讯员 雪娇）近日，区商务局召开

“决战第四季度，冲刺全年目标”工
作动员部署会议，以只争朝夕的劲
头，以决战决胜的姿态，紧紧咬住
目标任务不放松，狠抓消费流通、
外贸出口、实际利用外资、电子商
务等重点工作，制定措施、落实责
任，确保如期完成年度工作任务，
实现争先进位。

旗帜鲜明讲政治。讲政治是
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区商务局上下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自觉在思想上、
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
决把上级各项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
实到位。要求全体工作人员个人服
从集体、局部服从全局、眼前服从长
远，把商务工作放到全区经济社会
大局中去定位、研究、落实。

顾全大局讲团结。大事讲风
格，小事讲团结。区商务局要求党
员干部把自己负责的工作放到芝
罘发展的大局中去思考、去把握、
去推进，珍惜组织给予的工作机会
和平台，珍惜合作共事的缘份，加
强团结协作，多沟通交流，互相帮
助，共同提高，营造团结、和谐、高
效、共进的工作氛围，齐心协力把
工作干好。

严格纪律，改进作风。无规矩
不成方圆，无纪律一盘散沙。区商
务局党员干部严格遵守各项纪律，
严格落实各项规章制度。同时，提
高工作执行力，杜绝懒散、推诿不
作为的工作作风。

主动作为，强化担当。着重强
化五个意识。强化履职意识，要求
党员干部立足本职、加强研究、扎

实工作，担负起应承担的工作职
责。强化创新意识，要求党员干部
打破惯性思维，克服经验主义，创
新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创造性开
展工作。强化考核意识，要求党员
干部克服疫情等不利影响，千方百
计完成本部门承担的市级考核任
务。同时，建立健全内部考核机
制，将考核压力落实到每名干部身
上，全力以赴完成各项任务。强化
效率意识，要求党员干部加强学
习，真抓实干，做到当日事当日
毕。同时，建立日小结、周例会、月
调度制度，利用微信群等方式，有
效开展每一项工作。强化底线意
识，要求党员干部时刻有底线这个
紧箍咒，严守廉洁自律底线，做好
安全生产等各项底线工作，毫不松
懈抓好疫情常态化防控，常思贪欲

之害，常怀律己之心。
未雨绸缪，提前谋划。“凡事预

则立不预则废”，区商务局要求党
员干部提前谋划、心往一处使，厘
清现阶段重点任务和工作思路，在
力争年底各项工作取得好成绩的
同时，谋划好明年工作，争取今年
工作收好尾，明年工作起好头。

快马加鞭再奋斗，全力以赴奔
目标。区商务局将以此次会议为
契机，自抬标杆、加压奋进、全力以
赴、集中攻坚，围绕会议安排部署，
激发和调动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和
创造力，决战第四季度、冲刺全年
目标，着力打好招商引资、产业创
新、产城融合等攻坚战，确保2020
年商务工作各项目标任务顺利收
官，努力为全区高质量发展贡献商
务力量。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云全
通讯员 鹏飞）小微企业、个体工商
户、专业市场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要力量，抓好个体私营经济党
的建设工作，是新时代的重要课
题。连日来，区市场监管局立足市
场监管职能，依托区个体私营企业
委员会，全面指导促进全区个体私
营企业党建工作，充分发挥小微企
业、个体工商户及专业市场党组织
的示范引领作用，共谋企业发展之
路。同时，将党建工作深度嵌入职
能监管中，将行业党建与市场监管
业务深度融合、同步推进，发挥“小
个专”党建和市场监管业务工作互
相促进的加成效应，激发市场主体
活力，促进全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
发展。

加强组织领导，精心安排部
署。为推动形成“分级负责、条块
结合、区域兜底”的“小个专”党建
工作格局，区委组织部、区市场监
管局联合制定印发《关于推进“小
个专”党建工作的实施意见》，从完
善工作体系、搭建党建载体、抓好
深度融合、推进信息化建设、夯实

基础保障、强化组织领导等方面，
全面推进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
专业市场党建工作，并对全区“小
个专”非公经济进行专项摸排，建
立统一规范的“小个专”党建工作
台帐。经区委组织部批复，依托区
市场监管局成立区个体私营企业
委员会，负责指导辖区个体私营企
业党建工作。区个体私营企业委
员会成立后，对全区个体私营企业
党建进行再部署、再调度，印发
《2020年个体私营企业党建工作方
案》，成立区市场监管局“小个专”
党建工作领导小组，以抓好个体私
营企业党建为重点，进一步夯实个
体私营企业发展政治基础。组织
开展“小个专·党旗红”党建品牌创
建活动，进一步强化党建引领，充
分发挥“小个专”党组织战斗堡垒
作用，更好地提升“小个专”服务质
量和党建水平。

立足部门职能，精准特色指
导。区市场监管局以提升服务个
体私营企业发展水平为抓手，结合
市场监管业务工作，向“小个专”党
员群体宣传新旧动能转换、优化营

商环境、市场主体培育、小微企业
“双升”战略等内容，帮助其及时了
解、用好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系列
政策举措，推动实现党建工作与业
务工作深度融合、同频共振，引领

“小个专”持续健康发展。开展“进
企业、优服务、抓党建、促发展”活
动，指导个体私营企业从评选诚信
业户、党员示范经营户等方面，发
挥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营造公
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促进企业健
康、高质量发展。

扩大覆盖范围，打造党建品
牌。建立个体私营企业党建工作
联系点，是市场监管部门与个体私
营企业党组织之间，加强联系、贯
彻落实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工作
任务的重要平台。培育创建示范
点，打造更多特色鲜明、富有活力、
带动作用强、社会影响力大、可复
制的样板，有助于强化典型示范带
动。目前，我区已建立11个个体私
营企业党建工作联系点，涵盖大型
商场、农产品批发、建材家具、食品
药品等多个行业个体私营企业，培
育富仕通五金机电市场、进德农贸

市场2处党建工作示范点，为每个
个体私营企业党建工作联系点配
置至少1名党建工作指导员，指导
员从基层市场监管所中选派，既是
个体私营企业党组织建设的“指导
员”、党和政府涉企政策的“宣传
员”，又是上下沟通的“信息员”、企
业发展的“服务员”。结合区市场
监管局“经济卫士 服务先锋”党建
品牌，打造个体私营经济“小个专·
党旗红”党建品牌，进德农贸市场、
富士通五金机电市场、万达商圈等
作为个体私营党建观摩点，多次迎
接省、市、其他县市区个体私营企
业党委观摩调研。

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继续
全面推进个体私营企业党建工作，
结合农贸市场升级改造，引导具
有党建基础的小微企业、个体工
商户、专业市场党建规范化，指导
尚未建立党组织的个体私营企业
通过“单独建”“联合建”“挂靠建”
等形式，实现党的组织“全覆盖”，
提升联系点建设质量，以党建红
色引擎，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健康
向上发展。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云全 通讯
员 张敏 摄影报道）近日，芝罘医院组织
骨科、眼科、皮肤科、口腔科、消化内科、
康复医学科等科室，联合开展大型健康
义诊活动，为辖区老年人送去健康和关
爱，进一步增强老年人群的健康意识，切
实改善老年人群健康水平。

活动现场，医生们认真地为老人们
做骨密度检查、白内障检查、皮肤镜检
查、口腔检查等免费检查项目。同时，耐
心为老人们解答疑问，讲解常见病、多发
病的预防、治疗、康复保健及注意事项，
并针对不同症状提出相应的治疗建议，
得到老人们的点赞。此外，还发放了200
余份疾病预防、养生保健等方面的健康
教育宣传资料。

此次义诊活动，增强了老人们对常
见病、多发病的认识，提高了老年人疾病
防范意识，进一步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让广大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实实
在在的医疗服务。

近年来，芝罘医院一直致力于医疗
健康事业的发展，造福贫困患者、服务社
区居民，全心全意便民、惠民、利民，以用
心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为己任，
采取义诊活动等形式，将健康意识和防
病知识传递到千家万户。

“小个专”党建释放“红色效能”
我区打造党建品牌，助力个体私营经济健康向上发展

决战第四季度 冲刺全年目标
区商务局紧咬任务不放松，为全区高质量发展贡献商务力量

本报讯（通讯员 杜颖 摄影报
道）“他们雄赳赳，气昂昂，踏过了
鸭绿江……”10月27日，东山老干
部宣讲团成员吕万凤在鲁东大学附
属小学的宣讲中说道。据了解，为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
作战70周年，9月份以来，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东山老干部宣讲团到全区
16所学校，开展了“争做时代少年
传承红色基因”红色文化主题宣讲，
受益师生达1000余人。

宣讲过程中，老师从抗美援朝
前期背景导入、英雄事迹分享、革
命精神学习三个方面对抗美援朝
战争的重要意义进行了诠释。用
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详实的描
述、鞭辟入里的见解，将心系群众、
不畏艰难、顾全大局的优良传统和
志愿军英勇无畏、保家卫国的非凡
品格融入故事，师生们受益良多。

“红色文化主题宣讲”是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宣讲工作品牌活动
之一，旨在深入挖掘地方红色资
源，传承革命先烈精神，充分增强
干部、群众、学生等群体对本地红
色文化的认知认同。从2019年开

始，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创新推
出一系列群众喜爱的文明实践活
动品牌，充分发挥文化引领、思想

领航的作用，切实打通宣传群众、
教育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
里”。下步，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将继续大胆创新，整合各类资
源，更好地服务群众、引导群众，为
推动芝罘发展凝聚强大正能量。

我区红色文化宣讲让千余师生受益

芝罘医院举办
大型健康义诊活动

区司法局组织学习
社区矫正实施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