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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华公司

“学习型党组织”

激活发展“源动力”

近日，乐陵市乐华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开展廉洁教育学
习月集中学习活动，围绕常见
廉洁风险点和近年来行业典
型案例，直指廉洁痛点，频敲
警钟。

如今，在该公司，像这样
教育学习已成为常态化。今年
以来，乐华公司党支部积极打
造“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持续
推进理论学习制度化和规范
化，先后组织开展了以廉洁教
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等
为主题的集中学习月活动。同
时充分利用“学习强国”、“灯
塔在线”学习平台，将集中领
学与个人自学有机结合。目
前，公司党支部已荣获2020年
学习强国“第二季度先进学习
组织”,公司2名党员荣获“学
习之星”称号。“学习是实现企
业高质量发展的‘金钥匙’。我
们全面开展学习型党组织创
建，激发了干部职工的学习和
工作热情，激活了企业实现高
质量发展的源动力。”乐华公
司董事长丁春生说。（李东睿）

11月2日，又逢山东省乐陵
市西段乡大集，前来“赶集”的村
民络绎不绝。

“我们现在赶大集，不仅买
东西，还能检查身体、看演出听
戏哩，大伙儿都说好!”说起今年
赶集的变化，西段乡张元标村村
民张之冬赞不绝口。

西段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门前，身穿红色志愿者服装的5
名卫生院医生，摆好桌椅，刚刚
准备好血压计、听诊器、宣传单
页，就被赶集的老人们围了起
来。

70岁的李会兰大娘测量了
血压，高压152、低压75。“血压稍
微高一点，平时少吃点盐，不用
担心。”医生伊华宾叮嘱李大娘。
一上午，5名医生测血压、听诊、
号脉，为60多位村民提供了服
务。“每逢西段大集，我们都来开
展送健康义诊志愿服务，群众们
有啥不舒服的，都会让我们看
看。”乡卫生院院长王松说。

西段乡位于乐陵最北部，全
乡42个村，最远的村距乡政府驻

地有8公里，全乡42个村60周岁
以上常住人口占农业人口数的
近30%。

今年3月初，西段乡党委书
记李浩在走访中，发现很多村里
迫切需要类似送健康、送文化、
送科技等服务。为更好地服务群
众，乡里深入调研后，整合各方
资源，投资60余万元在西段街建
起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在东赵、
木头王村等42个村建起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并以文明实践站所
为基点，创新开展“文明实践赶
大集”活动。

“文明大集”时间与各村的
传统集市设在同一天，让群众在
传统集市买卖物资之余，可看演
出、听讲座、查身体……便捷有
效地获得多元化服务。同时，根
据无传统集市村的规模和实际，
在各村文明实践站开设“文明大
集”，使每个村每月能享受至少1
次上门服务。

“我们乡通过有效整合服务
阵地、队伍资源，组织开展‘文明
实践赶大集’等各类文明实践活

动，为群众提供综合性、多样化、
一站式服务，有效地推动了新时
代文明实践在基层落地生根。”
李浩如是说。

西段乡按照“群众需要什
么，文明实践就送什么”原则，向
辖区群众征集意见90余条，汇集
梳理出政策理论宣讲、科技知识
培训、医疗保健咨询、法律宣教
服务、传统文化普及、文明新风
传播等6大类、20多项共性需求，
制定了“文明大集”需求清单，按
单送需。

当天，西段大集上的医疗服
务、观看演出就是根据群众需求
而定的。测量完血压，孙之生大
爷还观看了该乡威风锣鼓队表
演的《威风锣鼓》。“俺们的锣鼓
拿过乐陵市民间文艺大赛一等
奖，群众们都愿意看。”锣鼓队领
队商祖正说，今年他们先后去10
多个村表演过。

西段乡专门成立理论宣讲、
传统文化、技能培训、法律服务、
道德教育等文明实践志愿服务
队伍，在“文明大集”摆摊设点，

开展科技、卫生、教育、文化各类
志愿服务活动，构建文明实践一
条街、一个集，从而实现以点带
面掀起人人参与文明实践的热
潮，打通宣传教育服务群众的

“最后一公里”。
如今，“文明大集”被赋予越

来越丰富的含义，涵盖乡村治理
与涉民服务多项内容，“集市”越
发红火热闹。今年以来，该乡先
后举办群众文艺汇演8场次、医
疗保健服务20场次，宣讲技能培
训12场次、广场舞教学20场次。

“依托群众家门口的‘文明
实践站’，开展‘文明实践赶大
集’，服务跟着群众走，立足实际
务求实效。”乐陵市委常委、宣传
部长赵凤认为，“文明大集”将服
务送到百姓身边，及时解决民生

“小难题”，不仅惠及乡民，更连
通了村庄，有效推动社会治理精
细化，带动乡村文化文明发展，
促进乡村和谐稳定。目前，西段
乡这一经验做法正在乐陵市大
力推广。

(贾鹏 汪晨晨)

山东省乐陵市西段乡创新开展“文明实践赶大集”，按单为群众提供综合性、多样化志愿服务———

“文明大集”笑声扬

连日来，杨安镇党委书记
蔡文峰带领包村干部组成遍访
组进村入户，扎实开展脱贫攻
坚“百日攻坚”行动，全力以赴
攻克最后贫困堡垒，巩固提升脱
贫质量，坚决夺取脱贫攻坚战全
面胜利。该镇组织镇、村干部进
村入户，对全镇建档立卡贫困

户、边缘户和监测户逐村逐户逐
项开展深入、细致、全面的排查
工作，做到村不漏户、户不漏人、
人不漏项，分级分类梳理问题
清单，制定整改方案、细化整
改措施、靠实整改责任、抓好
整改落实，确保排查工作取得
实效，不走过场。 (李洋)

近日，杨安镇技术服务专题
授课在杨安镇新农村发展学院
举行，特邀德州学院食品科学系
主任张红、德州市杏林学校高级
农艺师郭泽敏围绕干辣椒高产
优质栽培技术、食品安全检测员
持证上岗等内容进行授课。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今
年以来，杨安镇狠抓人才队伍建
设，着力抓好“选、育、管、用”四

个环节，依托新农村发展学院举
办各种调味品企业专题培训班，
食品安全培训班、蔬菜种植技术
培训班、农村社会化服务、农村
集体经济发展等专题培训25场，
培训人次超过2000人，培育了一
大批懂技术、有文化、会经营的
新型职业农民、各类农村实用人
才和企业技术人才。

（孙素珍）

近日，乐陵市乐华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董事长丁春生再次来
到铁营镇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
设项目现场调研。

铁营镇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建设项目为山东省重点建设项
目，由乐陵市乐华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负责建设，开工以来，乐
华公司严把工程质量关，实现
全过程、全周期严格把关、无缝

隙监管，确保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建设项目建成高标准的宜居
工程，目前，兴隆社区、九年一
贯制学校、卫生院以及园区和
镇区道路铺设、道路配套自来
水、雨污水管网、绿化、公园、环
保等项目已全部竣工，10万平的
兴隆社区已搬迁入住，成为南部
新城的一大亮点工程。

（李东睿）

杨安镇：打造新农村人才培训新高地

乐华公司：加快南部新城建设

“我们公司的模具能够正
常有序地批量生产，高档建设
五金项目顺利投产，多亏了乐
华公司为我们解决了后顾之
忧……”。近日，乐陵市重点外
资企业亚萨合莱国强(山东)
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敬方
感慨地说。

乐陵市乐华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为该市国有企业，2017年，
为解决亚萨合莱国强公司债
务纠纷，按照程序和有关要
求，乐华公司收购了亚萨合莱
国强公司土地房产，确保亚萨

合莱国强公司正常经营生产
和员工就业，解决了职工的后
顾之忧。2020年，乐华公司又
投资1000余万元对亚萨合莱
国强公司车间扩建，在原厂区
内新建厂房7500平，使亚萨合
莱国强公司新增模具加工、高
档五金制造生产线7条，实现
年加工建筑五金200万套的生
产能力，扩大了再生产，进一
步提升该市招商引资、利用外
资的影响力，为该市保就业稳
经济作出了积极贡献。

（李东睿 谭绍军）

乐华公司为“稳住外资基本盘”解忧助力

为切实解决贫困学生因
学致贫问题，阻断贫困代际传
递，近日，杨安镇积极开展
2020年度雨露计划申报工作。
该镇扶贫站高度重视，精心组
织，明确专人负责，制定详细
工作方案，利用村广播、微信
群、公众号等媒体，采取多种

形式宣传雨露计划项目扶持
政策，提高政策知晓度，营造
全社会关注、关心、参与、支持
的良好氛围，引导贫困家庭子
女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目
前杨安镇已有8名贫困学生申
请雨露计划补助。

（李洋）

杨安镇：雨露计划润泽贫困学子

近日，西段乡官方抖音号
的一条关于新时代文明实践志
愿服务健康查体的抖音短视频
宣传出去，立马引起党员和村
民的围观，收获点赞1000多人。

为创新党建宣传工作，探
索互联网“党建+”新模式，西
段乡创新推行“党建+抖音”党
建工作新模式，结合网络浏览
量最大的抖音平台，开设官方
抖音号传播“西段声音”，不定

期向党员和群众推送西段动
态，发布学习内容，宣传党的政
策，弘扬党员正能量，展示在乡
村振兴、脱贫攻坚、美丽乡村等
工作，激励更多的党员干部亮
身份、践承诺，积极投身到建设
美丽西段的各项工作中去。抖
音号开通3个月来，共上传视频
13个，收获点赞万余次，影响力
和覆盖面正在稳步提升。

（王学斌）

西段乡：“党建+抖音”创新党建工作新模式

近日，乐陵市乐华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又组织5名业务骨
干，参加上海“2020年总会计师
素质提升工程第二期培训班”
培训。这是今年以来，该公司组
织人才参加的第5次培训。

企业的竞争，最终是人才
的竞争。今年以来，乐华公司坚
持“人才强企”战略，建立人才
激励与保障机制，通过促进青
工岗位成才的方式，增强企业
的核心竞争力。该公司深入开
展全员培训和绩效辅导，对员
工按专业和工种进行立体培
训，全年共开展内部培训班10
期，外派培训5期，2名员工取得
高级会计师职称，3名员工取得
中级会计师职称，2名员工取得
中级经济师职称，2名员工取得
中级人力资源师职称。该公司
还开展岗位技能比武、劳动竞
赛等活动，着力提升员工业务
能力，使一批优秀技能人才通
过“赛马”脱颖而出。为培育德
才兼备人才，该公司不断完善
用人机制，改变传统用人模
式，打破资历、学历、年龄等条
条框框约束，把最合适的人才
放到最能发挥其潜能的岗位，
形成用好一个人，带动一大片
的良好风尚。 （李东睿）

乐华公司

培训人才舍得花钱

“我们没花一分钱，就装上
了一组20千瓦的光伏发电设
备，这在杨安镇是首例。”近
日，杨安镇苏家村支部书记李
国忠看着村委会屋顶上铺设
的太阳能电池板开心地说。今
年，乐陵市派第一书记戚加泉
为发展壮大苏家村集体经济，
积极联系省电力公司，最终在

苏家村落实。苏家村将光伏发
电与扶贫工作有机结合，在电
业公司定网后，每年所发电量
不仅可以提高村集体增收，
突破村集体经济增收难得的
难题，还能为贫困户分红，助
力贫困户加快脱贫步伐，改
善生活质量。

(李洋)

杨安镇：光伏扶贫照亮扶贫路

今年以来，西段乡不断创新
服务方式，着力打造“三心”级便
民服务中心。该乡实行"一站式"
办公，让办事者“顺心”。把落
实各项强农惠农政策，群众的
诉求，民事纠纷等作为服务的
重点，积极为群众办理各类手
续。实现网络全覆盖，让办事
者“称心”。针对部分自然村地
处偏远，上门办事不方便的情
况，该镇还在每个行政村成立
了便民服务联动站，构建“镇—

村”两级服务网络，实现了覆盖
全镇范围的服务网络。加强服
务意识，让办事者“放心”。严格
执行“首问负责制”、“限时办结
制”和“责任追究制”，制定了便
民服务联系卡、接待登记簿，大
力推行政务公开，通过实行服
务内容、办事程序、申报材料
公开使广大群众明白办事，办
明白事，有效提升了机关效能
和服务水平，得到了群众的一
致好评。 (李川)

西段乡：打造“三心级”便民服务

杨安镇：开展脱贫攻坚战百日攻坚行动

杨安镇

开展扶贫日活动

近日，杨安镇开展扶贫日
活动。当日，该镇组织全体脱产
干部为贫困群众捐赠棉衣、羽
绒服、毛衣、外套、长裤等衣物
182件。镇扶贫办联合杨安镇中
心卫生院专家，走进社区开展
健康义诊活动，为180多名群众
开展义诊，其中贫困人口约90
多人。同时，在扶贫日活动现场
设置扶贫宣传资料和各类扶贫
政策咨询台，向群众讲解健康
脱贫政策、就业政策、教育资助
等内容，发放精准扶贫政策解
读、精准扶贫政策宣传册、宣传
彩页等资料320余张。（李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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