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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云全 通讯
员 一平）近日，为全面落实区委、区政府
关于疫情防控工作决策部署，进一步提
高商贸企业的疫情防控能力，区商务局
根据区防疫专班通知要求，组织全区16
家重点商贸企业开展疫情防控工作知识
大培训，邀请区疾控中心专家系统讲解
商贸领域疫情防控工作。

区疾控中心专家向商贸企业具体讲
解疫情防控常态化需要注意的事项，强
调企业要严格落实进出场所人员测温、
戴口罩、验码、登记等程序，了解本企业
从事冷链工作的人员身体情况和上岗前
行程轨迹；卖场保持常通风，正确配比消
毒液消毒；从事冷链相关人员要做好个
人防护，正确佩戴口罩和使用防护用具，
尽量避免接触外部人员和物品；要设置
应急区域，一旦出现异常，要第一时间隔
离并上报区防疫部门；要加强宣传教育，
明确主体责任，对员工做好防疫知识的
指导和法律法规的宣传。

通过此次培训，企业参训人员熟练
掌握了疫情防控基本知识、防控措施、消
毒常识和应急处置等要点，进一步增强
商贸流通领域防控意识，提高疫情防控
能力和水平，保障辖区群众健康安全。

区商务局培训
商贸领域疫情防控知识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宋晓娜 通讯
员 隋唐剑）为更好履行工会服务职工职
责，依法保障和促进职工身心健康发展，
近日，区总工会组织近60名一线职工到
临沂智圣汤泉健康休养中心，开展为期4
天的疗休养活动。本次活动坚持突出一
线原则，重点向在今年疫情防控中做出
贡献的职工倾斜，同时兼顾长期从事苦、
脏、累、险工作岗位的一线职工。

活动中，疗休养人员进行了温泉疗
养、特色景观游览、民间艺术特色活动体
验、参观红色教育基地、职工联谊会、乡
村体验等一系列活动，缓解了职工的工
作压力。同时，进一步增进一线职工之
间的工作交流，使广大职工身心愉悦、精
力充沛，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战场中。

近年来，区总工会面向基层各企事
业单位爱岗敬业、无私奉献、工作突出的
优秀一线职工，积极开展常态化职工普
惠服务项目，不断增强职工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

区总工会
组织一线职工疗休养

区民政局党组
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

芝罘融媒记者 云全
通讯员 李磊 摄影报道

为切实做好辖区冬季
道路清雪防滑工作，我区制
定并印发《芝罘区2020年
度冬季道路清雪防滑工作
方案》，突出“绿色、环保”理
念，不断提升机械化清雪防
滑水平，最大限度减少融雪
剂使用，切实做到雪中路
通、雪停路畅，确保冬季降
雪期间城市道路畅通。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禛祎 通讯
员 邵丹）根据区委巡察反馈意见要求，
近日，区民政局党组召开区委巡察整改
专题民主生活会。

会上，区民政局党组书记杜广新代
表局党组班子作检视剖析发言，各党组
成员逐人进行检视剖析发言。本次专题
民主生活会成果显著，党组及班子成员
从巡察反馈提出的四大类问题19个具体
问题进行查摆，结合民政工作实际，联系
思想、工作、作风，深刻检视、逐项查摆、
逐条回应。最后，杜广新代表局党组班
子作表态发言，一是要提高政治站位，抓
好整改落实工作，确保一个不落完成整
改任务。二是要认真深刻反思，全面查
找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解决问题，杜
绝类似问题重复性发生。三是要着力抓
好落实，对能够立即整改的问题，即知即
改，对无法迅速整改到位的，明确阶段性
目标持续推进。本次专题民主生活会取
得了良好效果，整改措施具体，达到了团
结—批评—团结的目的。

突出绿色环保 提升作业水平
我区清雪防滑工作做到随下随清，最大限度减少融雪剂使用

我区将冬季清雪防滑工作作
为冬季环境卫生管理工作的考核
重点，与城市管理工作考核挂钩。
区清雪办将采取现场检查和视频
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对各清雪单位

清雪防滑作业质量、完成时限、融
雪剂使用、残雪堆放和拉运、倾卸
场地管理等实施全时督导、跟踪问
效。聘请第三方监理对外包服务
企业车辆设备和人员班次、作业质

量进行全程监理，并以此作为结算
依据。

每场雪后，各清雪单位需将出
动车辆设备和人员班次、融雪剂撒
布量上报至区清雪办。对清雪工

作中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提
报市、区两级政府给予表彰、奖
励；对不认真履行清雪防滑任务
和违规行为，将按规定在全区通
报批评。

成立清雪防滑指挥部，四个督查组跟踪督办

区政府成立冬季道路清雪防滑
工作指挥部，下设办公室（简称区清
雪办），负责指挥调度、应急处置和
日常工作。区清雪办下设3个组：指
挥调度组组织雪前会商、提出清雪
预案、发布预警，并统一组织清雪防
滑作业；成立四个督导检查组，对各
清雪单位的责任落实情况进行跟踪
督办；信息报道组全方位、多途径对
全区清雪情况进行宣传报道，并积

极参与清运雪工作。同时，通过覆
盖全区的数字化监控，及时掌握动
态，以便做出果断处理和应急调度。

今年我区清雪防滑工作坚持
六个原则，坚持“以人为本、安全第
一”原则，切实做到“以雪为令”“先
通后净”，最大限度减少交通影响；
坚持“绿色清雪”原则，严格落实融
雪剂使用管理办法，确保绿色清
雪；坚持“统一指挥、部门联动”原

则，加强配合联动，确保各项工作
高效、有序落实；坚持“坡路优先”

“先干道、后支路”原则，优先保障
重点路段；坚持“机械为主、科学组
合”原则，全面提升清雪组团作业
水平；坚持“注重发动、全面参与”
原则，大力倡导“自扫门前雪”理
念，加强宣传动员。

按照责任分工，68 条路段的
清雪防滑工作由区综合行政执法

局负责。各街道办事处负责属地
道路、街巷清雪防滑工作。港城
西大街、机场路 2 条国省干线公
路的清雪防滑工作由芝罘公路建
设养护中心负责。道路两侧正在
建设、开发工程附属道路的积雪，
由建设开发单位负责清扫清运。
广场、停车场、绿地、公园的道路
和过街天桥等场所的积雪，由管
理单位清扫清运。

清雪防滑物资设备准备就绪，重要点位布设防滑沙箱

根据方案，主干道、重点路段、
坡路、弯路、道路交叉口、桥梁做到
随下随清，确保道路畅通。

一类道路清雪除净率达90%，
二类道路清雪除净率达 85%，三

类、四类道路清雪除净率达80%。
各类道路路面无雪道、无积冰、无
漏段，清运达到雪堆无遗漏、无残
根、无撒落。人行道同步清理达到
露出路面，除净率达到70%。

目前，清雪防滑物资设备已完
成车辆租赁和清雪设备检修；完成
清雪设备安装调试；完成141处重
要点位防滑沙箱布设工作。

此外，按照“滚刷侧向清扫

——推雪铲推刮聚堆——铲车装
车拉运——人工清根收底”流程组
织作业，对重点坡路、弯道和隧道
出入口配备应急车和应急人员，通
过人工撒布方式做好防滑措施。

融雪剂定量配发、指令抛撒，不得损坏市政设施

依照相关工作安排，降雪前按
照统一指令和时限，车辆设备提前
集结待命。开始降雪时，以“多清
除浮雪、少清除压实雪”为原则，做
到即时清雪。对坡路、隧道口等容
易打滑的路段，应急车和应急人员
要立即撒布防滑沙和融雪剂混合

物。重要路段、主干道遇有通行高
峰期，可设置路障标识临时限行，
分段清理作业，确保交通顺畅。

市区道路清雪防滑使用的融
雪剂由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统一采
购、定量配发、指令抛撒。需要撒
布融雪剂时，各清雪队伍严格按照

融雪剂管理规定，定点、定量抛
撒。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采
购和使用融雪剂。损害市政设施
由作业单位自行修复或向产权单
位赔偿。

社会化清雪工作由属地街道
办事处、社区组织落实。每个街道

办事处在辖区至少选取10家企事
业单位，认领附近100米至1公里
的人行道作为责任区，并签订《除
雪责任书》。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负责对各街道办事处社会化清雪
工作检查督导，及时将情况整理上
报至区清雪办。

清雪防滑作为考核重点，实施全时督导、跟踪问效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禛祎
通讯员 王姝 张梓钰 顾议云）11
月30日，我区开展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宣讲团进基层宣
讲活动，分别走进街道办事处、学
校、企业等宣讲全会精神。昨日，区
委宣讲团一行走进区人社局、奇山
街道、毓璜顶街道进行宣讲。

上午，区委组织部副部长谭国
强为区人社局干部职工带来一堂
全会精神专题宣讲课。宣讲过程
中，谭国强对全会的重要意义进行
了阐述，结合我区实际，动员深入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以重点工程、重点项目、重大事
项“三重”工作为抓手，众志成城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全力做好“六稳”

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实现经济
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开创新局
面。区人社局干部职工纷纷表示，
宣讲课堂内容充实，干货满满，宣
讲中的蓝图目标、战略布局、工作
部署催人奋进。

上午，在毓璜顶街道五楼东会
议室，区发改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服务业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张锋进
行宣讲。张锋就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精神进行了深度解读，就经济
指标、重点项目、改革发展等方面，
与7位街道业务骨干开展交流座
谈。研究商讨如何利用外资、固定
资产投资等重点指标打造新的经
济增长点，着眼区域优势，厚植“双
招双引”优质沃土；共同讨论捷敏

街区片、小璜山区片、经伦街区片、
南洪街区片等老旧开放小区的更
新改造工作，不断推动“三重”工作
快速突破；深入分析管理体制改
革，建立健全机关干部、社区工作
者、自聘人员、公益性岗位人员四
个考核办法，通过抓班子、带队伍、
严考核，着力提升机关社区人员工
作的精气神。下一步，毓璜顶街道
广大党员干部将切实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上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积极
投身到当前的各项基层工作中，圆
满完成全年各项工作任务，不断推
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各项决策
部署落地生根。

下午，区委宣讲团团员、区委
党校副校长蔡英忠率队深入奇山
街道宣讲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蔡英忠从“深刻认识我国进入
新发展阶段的重大意义、有利条件
和重要特征”“准确把握2035年远

景目标和‘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的
指导方针、主要目标、重点任务”“牢
牢把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构想
和重要着力点”等五个方面，对全会
精神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蔡英
忠指出，要充分认识“十三五”时期
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重大成
就，坚定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决心，在
即将开启的“十四五”，我区必将厚
积成势、赶超进位、全面跨越，更加
有的放矢地做好各项工作，不断完
善发展思路目标，加强谋划储备，善
于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谋划推进工
作，在新发展格局中展现芝罘担当，
实现更大作为。下步，奇山街道将
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借鉴优秀经
验，统筹谋划加快发展，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趋势向好，以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精神为指引，推动全会精神
深入人心，推进各项工作取得新成
就，积极主动融入我区发展大局，担
当发展重任。

进基层深入宣讲 聚力量全面跨越
区委宣讲团走进区人社局、毓璜顶、奇山街道宣讲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