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 2022.12.1星期四 责编/徐虹 文检/焦琳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王睿
通讯员 殷嘉）为规范事业单位管理
运行，提高事业单位公益服务水
平，区委编办巧用“三招”，强化事
业单位事中事后监管。

登记管理用“新招”依托机构
编制强基础。区委编办建立《事业
单位精细化管理台账》，实时掌握
事业单位法人登记和党政群机关
赋码最新数据，切实做到监管对象

底子清、情况明、数据准。保障事
业单位合法权益，仅用一周完成
110家事业单位法人设立登记，实
现全区 291 家事业单位登记率
100%。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探索
集团化办园和校办园发展模式，做
好2家新型研发机构和20家幼儿
园登记监管服务，推动不纳入机构
编制管理事业单位健康有序发展。

专项检查用“实招”依规严格

监管促规范。区委编办创新“全流
程体检”，通过细化“体检项目”，现
场开出“药方”指导整改，强化“跟
踪复检”等监管手段，织密“双随
机、一公开”抽查“监管网”。在提
前完成184家事业单位法人年报工
作的前提下，开展年报公示信息

“应查尽查”工作，发现反馈问题40
余项，严格维护信息公开严肃性。
探索实施事业单位职能运行评估，
透析事业单位运行状况，差异化设
计检查内容，增加抽查比例，逐步
实现量体裁衣式精准监管。

全程监管用“妙招”强化监督
管理聚合力。以事业单位绩效考
核为主要载体，紧扣区委、区政府

中心任务和重点工作，贯彻落实
“突破芝罘”战略各项目标任务，提
高考核站位，科学设置考核体系，
拟定《2022年事业单位绩效考核工
作意见》和《评价标准》，注重体现
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坚持“同类同
考”，针对不同类型事业单位，设置
符合其自身定位的差异化考核指
标，鼓励特色差异发展，实现对事
业单位动态的日常跟踪监管。将
考核结果与表扬表彰、物质奖励、
评先树优、干部使用、主管部门考
核成绩、落实整改实行“六挂钩”，
深化事业单位绩效考核与机关职
能运行监管的衔接配合，落实事业
单位常态化全方位监督管理。

规范单位管理 提高服务水平
区委编办巧用“三招”构建事业单位监督管理新格局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云全 通讯
员 志举）近期，区城镇燃气安全专班组
织开展燃气安全排查整治活动，压紧压
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切实拧紧企
业“安全阀”，有效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和公共安全。

检查组来到金房热力、汇通燃气等
企业重点检查安全管理制度汇编、应急
预案等情况，围绕燃气瓶存放是否规范、
老化燃气连接管道是否及时更新等方面
开展现场检查，发现存在消防设施被杂
物阻挡，电动车充电配电箱未设置漏电
保护器等安全隐患问题，现场开具整改
通知书，要求相关单位负责人积极落实
主体责任，全方位落实整改措施，保证问
题消除到位，切实保障生产安全。

下一步，区城镇燃气安全专班将持
续跟进隐患整改完成情况，加大隐患排
查整治力度，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
故发生，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和社会稳定。

区城镇燃气安全专班
开展燃气安全排查整治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李淼 通讯
员 刘志鹏）工业互联网，把传统工业制
造业和新一代信息技术连在一起，架起
这座桥梁，关系着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
和高质量发展。目前，我区正加速推进
工业互联网的布局，但面临不少难点、堵
点，为此，日前区工信局组织人员赴深圳
学习参观。

扎实调研，迅速进入精训状态。各
参训人员根据市“工业互联网生态”精训
分队安排部署，与世界500强中兴通讯子
公司中兴网信签订保密协议、办理短期
入职手续，前往其研发设计应用部门接
受岗前培训，并迅速进入精训状态。精
准靶向，走访行业重点企业。利用一个
月时间，前往金蝶、腾讯、深圳大数据研
究与应用协会参观学习，并就如何深化
合作、加速推动我区数字化转型和工业
互联网生态建设、更好地推动我市工业
互联网工作等方面进行深入座谈交流。

各参训人员纷纷表示，在学习、参
观、研讨过程中，以“深圳视角”跳出芝罘
看芝罘，跳出政府看市场，通过宏观视野
通盘审视工业互联网。同时，学会多角
度思考，从更深层次探寻深圳工业互联
网发展生态的内在机理，多角度审视自
身工作，反思不足，全身心地融入实训企
业，用实际行动，交出精训满意答卷。

区工信局赴深圳
“求学取经”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高洁
通讯员 董芳 孙源 摄影报道）农
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是群
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也是容易
滋生群众身边腐败问题和不正之
风的重点领域。在开展三资领域
巡察向社区延伸中,区农业农村局
发现一些集体经济组织财务不公
开、不规范等问题，对此，区农业农
村局在广泛征求意见、深入分析的
基础上，创新财务公开方式，牵头
启动“三资财务公开”监督平台，将
全区67个集体经济组织三资财务
信息公开栏搬到“网上”，群众可以
通过扫描二维码方式便捷地对集
体经济组织进行高效监督，真正实
现把集体经济组织财务晒在“阳光
下”。

为确保“三资财务公开”监督
平台有序开展，公开内容真实全
面、清晰透明，区农业农村局牵头，
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建立公开、信息
上传、反馈、监督检查机制。街道
农财部门将各集体经济组织财务
报账票据录入财务系统的同时，用
相机进行数据采集，一并上传“三

资财务公开”软件系统。依托扫描
二维码，每月可以对各集体经济组
织上月的财务明细和原始凭证进
行公示。平台运行以来，全区7个
街道67个集体经济组织累计公开
信息1000余条，群众满意度不断
提高，信访量明显下降，困扰基层
的财务公开等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您好，我们是区农业农村局
的工作人员，请问您平常关注‘三
资财务公开’平台吗？对咱村的集
体经济组织三资财务收支情况了
解吗？”为详细了解该项工作推进
落实情况，区农业农村局经管站定
期、不定期对各集体经济组织财务
情况开展专项监督检查，同时每季
度组成审计组对各村财务公开情
况进行审计监督，对发现的问题进
行通报并督促整改。

近日，区农业农村局成立专项
督查组，对全区“三资财务公开”工
作开展专项监督检查。检查组随
机抽查7个街道35个集体经济组
织，通过检查，发现“三资财务公
开”平台运行正常，被抽查的集体
经济组织财务公开二维码均可扫

描，财务信息透明，群众对此反映
很好。

“‘三资财务公开’是我们探索
基层监督治理的现代化途径，下一
步还要扩大公开范围，使集体经济

组织财务公开更加规范，将群众监
督落实落细，真正做到以公开促廉
洁，推进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向纵深
发展。”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

巡察聚焦“三资”深化基层治理
区农业农村局牵头启动“三资财务公开”监督平台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王睿 通讯
员 启明）近日，市科协一行到我区进行
企业走访调研，在听取区科协工作汇报
后，先后到淼盾物联技术有限公司、张裕
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重点围绕扎
实推进“科创中国”试点城市项目、科普基
地建设等工作，倾听企业诉求，了解企业
困难，优化工作思路，研究推进措施。

市科协指出，积极推动科技领军企
业、平台型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快速健康发展，是各级科协的重要职
责。全市各级科协要围绕全市产业发展
方向和企业需求，提供精准化、定制式、
套餐式科技服务，靠扎实的工作、周到的
服务，展示科协形象，贡献科协力量。

同时，市科协就如何提升各级科普
教育基地品质、充分发挥各级科普基地
作用，如何扎实推进“科创中国”试点城
市项目等工作与区科协、被走访企业进
行热烈的交流探讨，并对打造精品课堂
进校园、建设科技工作者之家等事宜进
行具体部暑。

市科协到我区开展
企业大走访活动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李淼
通讯员 王海燕 丽萍 刘云良）为
全面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切实把广大党员干部群众
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大会精神上
来，不断增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
时代的信心与决心，连日来，学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区委宣讲团
到各部门、街道进行宣讲，推动党
的二十大精神入脑入心。

11月30日上午，区委宣讲团
成员、区委办公室二级主任科员
宫伟程到奇山街道开展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宣讲。宫伟
程结合区情实际，全面系统地解
读党的二十大精神，强调要坚持
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党的二
十大报告的核心要义和精神实
质，提出要坚持全面系统学、联系
实际学，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全方
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果。
要学出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学

出理论武装的政治自觉，学出争
先出彩的政治担当，忠诚拥护“两
个确立”、坚定做到“两个维护”，
牢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
论，努力在新征程上奋勇争先、更
加出彩。

宣讲中，奇山街道党工委书
记李刚表示，要深刻理解党的二
十大精神丰富内涵，精准把握外
延，做到学深悟透、融会贯通，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增强学习贯彻
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
觉。在今后一个时期，街道上下
要结合宣讲报告和工作实际，按
照既定的部署和要求，贯彻落实
好基层宣讲工作，把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不断引向深
入，进一步扩大宣传引导覆盖面，
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党
员群众讲清讲透党的二十大精
神，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走进基

层、走进群众。
11月30日上午，区委宣讲团

成员、市生态环境局芝罘分局党
组书记、局长王国胜对生态环境
系统干部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宣
讲。王国胜从深刻把握党的二十
大的主题和主要成果、全面领会
过去5年的工作和新时代10年伟
大变革的重大意义、深刻认识和
把握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新境界的历史责任、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任
务、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全面从
严治党等九个方面，对党的二十
大精神进行系统阐释和解读。

宣讲结束后，大家纷纷表示，
此次宣讲对生态环境系统全体机
关干部全面准确领会党的二十大
精神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今后将以
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努力推动
我区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不断提升
人民群众对蓝天、碧水、净土的环

境满足感和幸福感，为生态文明建
设、美丽芝罘建设贡献力量。

11月30日上午，区委宣讲团
成员、区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张
传强来到山东圣凯建筑设计咨询
有限公司，开展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宣讲报告会。会
上，张传强从解读大会主题、伟大
变革感受、学用结合感悟等方面，
深入浅出地解读党的二十大精
神。同时，结合我区建筑业实际
情况，就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对企业安全发展、长远建
设等方面提出“知行合一，学以致
用”“守正创新，学以致远”“笃行
求实，学以致效”的期望和要求。
山东圣凯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与会党员干部纷纷表示，将以此
次宣讲为契机，以更强担当作为、
更实工作举措，抓好党的二十大
精神的学习宣传贯彻，为我区建
筑业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区委宣讲团到奇山街道、生态环境分局、企业宣讲

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入脑入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