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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 记 者 上 壹 点

今日济阳

营商环境再优化 迅速转型谋发展
——— 济南市济阳区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作纪实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通讯员 王德彬 王秀莲

抓好供水主业
服务保障民生

城乡供水是济阳农发集团的
传统业务。集团组建后，职能定位
和业务范围发生了重大变化，济
阳农发集团在将各业务板块齐抓
共进的同时，始终将城乡供水这
一民生事业作为经营发展的根
基。

集团下辖水厂6座，供水范围
包括济阳全部区域及济南新旧动
能转换先行区太平街道、孙耿街
道、崔寨街道，供水管网总长度
1200公里。2020年1—10月份，实
现安全供水1500万立方米，其中
城区1100万立方米，为优化营商
环境和促进济阳区域经济发展提
供了坚强、可靠的供水保障。

精简优化工作环节
推出多项承诺服务

2020年，济阳农发集团进一
步优化营商环境，在压缩流程、环
节中下功夫，进一步精简供水业
务报装的办理时限、环节及资料
的提供，推出多项承诺：一是0 . 5
个工作日完成“申请受理、开栓通
水”2个环节的用水报装业务；二
是推出“零资料、零费用、零跑腿”
三零承诺；三是推出网站、微信公
众号、窗口等多渠道办理，7月份
又推出了“山东政务服务网供水
报装业务”，让客户根据自身实际
自行选择报装途径；四是推出“预
约报装”客户只要拨打一个电话，
工作人员会上门服务的“零跑腿”
式服务；五是推出“你不用跑，我
来跑”，道路挖掘（占压）、占绿行
政审批手续代办服务；六是推行

“1v1”服务模式，设置客户管家，
为客户提供预约上门、解答咨询、
协助申请、协调施工等各类接水
报装服务，让客户最直观地感受
到“省时、省力、省钱”。

为确保工作效果，准确掌握
落实执行情况，区农发集团每月
调度一次报装业务工作，在严格
按时限完成通水后，7个工作日内
对用户完成电话回访，一个季度
内由分管负责人带队对用户现场
走访，及时了解企业在用水方面
的意见和建议，对存在的问题及
时改进，不断提高用户满意度。

“获得用水”专班也以随机走访的
形式对工作指标落实情况进行监

济南市济阳区农业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是济阳区的区
属国有企业，其前身为济阳
县自来水公司，2018年底改
制为济南济阳水务实业有限
公司，2020年4月以济南济阳
水务实业有限公司为牵头单
位，组建成立了济南市济阳
区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济阳农发集团”），实
现了企业由小到大、业务由
单一供水向多元化发展的转
变。

济阳农发集团业务范围
包括国有资产投资、管理、运
营，公共基础设施开发建设，
城乡供水，水利水电及其他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生
态建设，工程施工，物业管理
等多个板块。集团成立以来，
在区委、区政府和区财政局
的领导下，迅速转型，积极谋
划发展思路，科学制定经营
架构，实现了平稳过渡和快
速起步。

2020年6月24日，公司走访慰问帮扶单位太平街道小栏村贫困户。

督、检查，确保优化措施落到实
处。

二次加压供水
推行智能化管理

济阳农发集团根据保障供水
安全及二次供水建设管理的相关
工作要求，对各新建住宅小区项
目早沟通、早规划、早介入，主动
与建设单位对接，对小区内的供
水设施进行统一建设、统一管理、
抄表到户，推行智能管理模式，建
立二次供水运行管理平台，二次
供水建设和运行质量得到明显提
升。

在运行管理上，二次供水泵
房采用无人值守智能化运行系
统，设备运行状况及视频画面实
时传输到供水调度值班室，运行
故障报警、水淹报警、门禁闯入报
警等确保出现问题能够第一时间
采取自动应急处置措施并通知运
维人员到现场处置。根据运行管
理要求，公司制定了《二次供水泵
房运行管理制度》、《二次供水卫
生管理制度》、《二次供水应急预
案》等规章制度，实现了二次供水
运行、管理、维护的标准化、制度
化。二次供水统建统管实现了供
水企业抄表服务到户，用户出现
供水问题由供水单位负责处置解
决。高层住宅小区水压稳定，群众
用水投诉率大大降低。在提高抄
表准确率、及时率和提高效率降
低成本的同时，用户可以通过微
信公众号等网络途径查询用水信
息，足不出户就可缴纳水费，极大
提升了供水服务便捷度。

截至目前，农发集团先后完
成了翡翠郡、力高、禧福凤凰城、

三箭、汇龙苑、翰林华府等小区的
二次供水设施建设，世茂摩天城、
西江樾、融创澄波府等住宅小区
的二次供水设施正在建设中。

加快基础建设
服务民生发展

2020年度农发集团承建的有
四项区重点工程。一是济阳区水
生态修复（河道治理）工程。项目
计划总投资2200 . 31万元，对垛
石河实施河道治理。计划河道清
淤疏浚15 . 08KM，新建节制闸1
座，管涵1座，管涵闸1座，维修节
制闸1座。该项目正在紧张施工
中，计划河道清淤11月底前完工，
建筑物施工12月底前完工；二是
曲堤和仁风水厂及管网改造工
程，项目计划改造仁风镇农村供
水管网30km，该项目已完工并投
入使用；三是2019年供水工程结
转。该工程对顺义街、回河财源宝
路等2019年度新建市政道路的供
水配套设施工程，工程共铺设
DN100-DN300供水管道3 . 5km，
配套支管、阀门、检查井等。四是
2020年给水管网及配套设施建设
工程。该工程对开元大街西延等
2020年度新建市政道路的供水配
套设施、市政供水管网消火栓配
套、老旧消火栓维修更换、智能计
量系统改造等工程。目前，该工程
已完成管网配套建设1 . 2km；已
安装消火栓110组，智能计量系统
改造已完成水表更换500块。

全面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中，济阳农发集团高度重视，精心
部署，迅速行动，冲锋在前。公司
领导亲自在抗疫一线带班，公司
党员干部职工积极主动到共建
单位银山社区值班，公司从1月29
日（大年初五）至6月5日，历时129
天，87人，白+黑，雨+雪，风雪无
阻，坚持实干，无惧无悔，充分发
挥党员模范作用，用自己的无私
奉献换取人民群众的幸福安康，
成为银山社区疫情防控保卫家
园的“守护神”，得到了社区居民
的一致好评。

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为
了助力全区各类企业快速复工
复产，满足企业用水需求，公司
精心部署，积极制定一系列相关
服务措施，“欠费不停供，服务零
接触”为各类企业提供安全、优
质、充足的供水保障。其间，累计
缓收企业水费达580万元，减免
企业水费滞纳金约3 . 1万元，减
轻了复工复产企业的经济压力。
针对企业复工复产后迅速增加
的用水需求，加大供水保障力
度，按照“保水量、保水质、保稳
定”的工作目标，落实各项工作
措施，全力保障供水安全。

为了在疫情特殊时期及时
解决企业的用水问题，充分利用
网络服务平台、服务热线等渠道
受理企业用水报装、报修、咨询
等业务，让企业“零跑腿”，在服
务过程中，尽可能通过电话进行
沟通，工作人员自行到现场处
置，实现服务“零接触”。采取“容
缺办理”“前期手续代办”等多种
政策，为企业复工复产提供用水
保障。完成数据湖、华能电厂、思
飞等用户用水报装17件，完成率
100%，报装回访满意率100%。

2021年，济阳农发集团将以
服务城乡发展为统领，加快城乡
供排水设施建设、智慧水务、置
业投资、现代农业、物业服务等
板块发展，为建设高质量中心城
区的发展提供服务保障。

一是计划实施老城供排水
项目。项目分为五年实施，每年
完成投资1亿元。2021年计划结
合老城区道路改造及时跟进各
类供排水管网建设。

二是计划实施2020给水管
网及配套设施建设结转工程。铺
设DN 1 0 0 - D N 4 0 0供水管网
9KM、DN100-DN300管道及阀
门、检查井等配套设施。两年新
增消火栓418个，更换维修26个；
智能计量系统改造，2021年完成

投资1521万元。
三是计划实施供水工程建设

项目。2021年完成投资3276万元。
1 .市政供水管网配套工程：

根据城区道路施工进度，及时跟
进完善供水设施建设，铺设
DN300-DN600供水管网4KM，
完成投资1000万元。

2 .供水信息化及调度中心：
实施供水自动化、智慧化建设，
调度中心建设、农村供水管网
GIS系统建设、智能计量系统及
软件建设，完成投资500万元。

3 .其他零星工程：为满足入

驻单位、企业用水，投资500万元
建设零星给水工程项目。建设给
水支管、阀门、检查井等，完成投
资100万元。

4 .富阳街给水主管道迁改
工程（中荣国投）：完成改造迁移
DN200-DN600供水管道9 . 6KM，
完成投资1676万元。

5 .小区户表改造工程：适时
启动自来水户表改造项目。

四是计划实施新市、垛石、
回河供水管道改造项目。计划建
设新市镇、垛石街道、回河三镇
办DN100-DN500管网381KM。

2021年计划改造供水管道DN100
-DN500管网120KM，完成投资
5000万元。

五是计划实施北部四镇办
污水管网项目。2021年完成投资
1 . 81亿元。

六是计划实施城区防洪排
涝项目。2021年完成投资3 . 228亿
元。

七是计划实施丽景花园安
置房建设项目。为改善济北街道
群众居住环境和生活条件，完善
城市功能，提升群众获得感和幸
福感实施该项目，项目占地162亩，
总建筑面积约30万平。计划2021年3
月完成林地省级用地指标批复，6
月完成施工手续。2022年底竣工验
收，达到交付使用条件。

2021年工作计划

2020年9月28日，公司党员到共建单位济阳街道银山社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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