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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关注B044

本报德州12月28日讯(记者
王金刚 通讯员 赵成新

左坤) 在禹城市房寺镇大程
社区，一排排新楼房整齐划一，
社区物业人员正在安装智能充
电桩。“装上智能充电桩，可以
解决电动车充电难题，也能有
效避免居民私拉电线带来的危
害。”该社区物业管理负责人王
清河告诉记者。

事实上，在农村新型社区
建设过程中，物业管理正处于
起步阶段，如何将新的物业管
理理念、管理标准引入农村新
居，是农村新型社区治理的一
大课题。

“把脉”顽疾，内外兼修。禹
城市房寺镇在8个新型社区物
业管理中摸索出一套“治病良
方”，通过党建引领，凝聚多方
力量，探索物业管理与社区治
理融合新模式，创新构建融合
共进物业管理体系，有效破解
农村新型社区物业管理难题。

党建引领物业管理规范化
运行，是禹城市房寺镇在农村
新型社区管理探索中，举起的
首把“利剑”。在成立镇物业党
总支的同时，禹城市房寺镇8个

新型社区也全部建立物业联合
党支部，把党组织嵌入社区治
理全环节，把党建工作融入物
业管理全过程，通过“双入”健
全物业党组织服务体系。物业
联合党支部班子成员实行“双
向交叉任职”，由管区书记担任
支部书记，搬迁村支部书记和
社区物业负责人任支部委员，
联合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
物业党组织、物业、业委会、社
区居民等六方力量共同参与、
齐抓共管，以“双入六联”服务
体系堵塞管理漏洞。

在物业运营方面，禹城市
房寺镇在党建引领+专业物管
共同参与下，将“单向”物管扩
充“人性化”服务。禹城市房寺
镇北社区居民陈中华肢体残
疾，这天他用手机拨通了一个
号码，并按下“2”键。不到10分
钟，社区物业人员就上门为他
免费代缴了水电费和手机费，
还定期清理家庭卫生。

原来陈中华拨打的是物业
公司设立的“帮帮我”服务热
线，这是禹城市房寺镇新型社
区引入的物业公司——— 安捷物
业在基础服务外，为满足社区

残疾人、行动不便老人等特殊
群体需求，提供的一项24小时
特约服务。物业公司专门设立
了特殊群体“一键直呼”，通过
建立特殊群体档案，添加邻居
联系方式等多维度的信息录
入，保障特殊服务的精准化。

而基层智慧治理体系下的
网格化管理，也为构建社区综
合治理和谐氛围打下基础。今
年以来，禹城市房寺镇以建设
智慧社区为基准，在社区内无
死角安装高清摄像头。社区物
业通过智慧平台监督群众的日
常行为，“点对点”制止不文明
行为。通过搭建“云共享”沟通
平台，将社区问题及日常管理
及时公开，供社区居民随时查
阅，做到管理智慧化，交流无障
碍，有效激活治理效能。社区居
委会和物业联合办公，成立“党
建+物业+网格”联席会、民情恳
谈会、小区事务协调会，建立起
共促共进工作机制。

融合共进，多措并举，使禹
城市房寺镇新型社区物业管理
既“出彩”又“出众”。在这里，“暖
心”物业，点亮了“民心”，农村
新型社区正在变身精致社区。

禹城房寺破题农村新型社区治理

创新构建共建共治物业管理体系

德州市德城区审计局
姜淑珍照出“真身”

为让广大师生深入了解消防

安全常识，切实树立起消防安全意

识，真正掌握消防安全逃生知识，

具备自救自护能力，运河消防救援

大队走进学校开展“消防宣传进校

园”活动。

活动中，通过开展“参加一次

模拟火灾逃生演练、聆听一次消防

知识讲座、体验一次装备操作、学

习一次灭火器使用”等系列活动，

向师生宣传消防知识，传授自救方

法，实现“教育一个学生，影响一个

家庭，带动整个社会”的目的。

通过开展消防宣传进校园系

列活动，使学校师生进一步掌握防

火、灭火、逃生自救的基本常识和

技能，让学生对消防器材、逃生通

道、灭火器等有更深入的认识，使

学校师生进一步提升自防自救和

面对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和水平，

为创建“和谐校园、平安校园”奠定

坚实的基础。 （张巍）

运河消防救援大队：消防宣传进校园 筑牢安全“防火墙”

为深入推进农村消防安全“网

格化管理”，不断夯实城乡火灾防控

基础，日前，运河消防救援大队组织

辖区村“两委”负责人进行了全方位

的消防安全知识培训，取得了良好

的培训效果。

期间，大队宣传员针对农村消

防的实际情况，详细分析了当前消

防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存在的薄

弱环节，并就如何开展农村消防安

全管理工作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

解。随后，围绕农村消防安全管理方

面的内容，有针对性的手把手指导

参训人员如何使用灭火器、消火栓、

水带水枪，及维护保养防火设备的

基本知识技巧，在大队宣传员的指

导下，参训人员纷纷拿起消防器材

亲身参与，实实在在的将消防知识

记在心里。

通过此次培训，从根本上强化

了农村防火工作体系，增强了村“两

委”负责人的消防安全责任意识，为

进一步推进农村冬季防火工作打下

了坚实基础。 （张巍）

运河消防救援大队开展村“两委”消防安全培训

传递着爱与祝福

德州大剧院奏响2021新年音乐会
本报德州12月28日讯(记者

王金刚 通讯员 路倩 )
2020年已进入尾声，12月26日
晚《2021新年音乐会》在德州
大剧院如期上演，本次演出是
由著名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幺
红、著名男中音歌唱家孙砾携
手福建交响乐团倾情演绎，为
现场1 0 0 0余观众奉献了一场
大 型高质量、高水平的新年
音乐会。

26日晚，在即将迎来新年
的时刻，德州大剧院节日氛围
浓厚。音乐会在著名的《轻骑兵
序曲》中拉开帷幕。随后，著名
的《康康舞曲》、《春之圆舞曲》

《蓝色多瑙河》等曲目，以其多
变的音乐风格营造出令人神
往的音乐世界，征服了在场观
众。与以往不同的是，本场音乐
会加入了多首中国元素的歌
曲，如《绒花》，《我的中国心》，

《我爱你，中国》等曲目，引来阵
阵赞叹和掌声。“2020是意义
非凡的一年。”国家一级演员，
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幺红在接
受采访时表示，新年的钟声即
将敲响，对于众多音乐爱好者
来说，我们希望为大家献上一
场精神文化大餐。对于德州大
剧院的建设，著名男中音歌唱
家、歌剧表演艺术家、福建省
歌舞剧院院长、福建大剧院董
事长孙砾给予了高度评价。“剧
院的建设属于一流，音响、舞台
等都让人印象深刻，是德州市
民提升精神文化生活的好去
处，每次来到德州总要到此来
转 转 ，感 受 一 下 大 剧 院 的 魅
力。”孙砾表示。

据 了 解 ，该 乐 团 成 立 于
1985年，始终秉持国际视野和
海纳百川的精神，成功演奏了
大量高难度的中外经典作品，
创作并上演了福建题材交响音
画《八闽画卷》，歌剧《土楼》等
一系列具有福建特色的音乐作
品；2014年推出福建交响乐音
乐季，为打造和树立具有福建
特色的交响乐团奠定良好基
础。作为一支优秀的职业交响

乐团，乐团成员均由国内一流
演奏家 组成，其中不乏国家
级比赛获奖者。乐团曾荣获
第十届中国艺术节“文华优秀
剧目奖”、中国首届歌剧节获

“优秀剧目奖”，以及福建省各
类专业比赛奖项，逐步成长为
一个汇聚顶尖演奏家的全国一
流职业乐团。

值得一提的是，德州大剧
院已经陪伴大家走过了7个春
秋，为观众上演了415场精彩的
演出剧目，七年间，通过引进国
内外各类高品质演出，德州市
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正在变得愈
加精彩。自12月份以来，德州大
剧院七周年庆暨新春演出季为
大家带来一波顶尖的舞台艺术

作品，剧院精心挑选11场来自
国内著名团体的高水准艺术演
出作为回馈，邀请大家观看一
场隆重的盛演，同德州市民共
享文化发展成果，演出季以“向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
为主线，穿插音乐会、曲艺、歌
舞、杂技等，编织成一幅绚烂多
彩的周年庆演出季。

12月16日，乐陵经济开发
区“标准地”区域整体评估通过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开招标，
将4个标段全部招标成功。这标
志着该区正式迈入“标准地”新
时代。

所谓“标准地”，是指符合
园区产业准入标准，在完成区
域评估的基础上，明确固定资
产投资强度、亩均税收、能耗标
准、环保标准、规划条件等各项
指标要求进行出让的工业用
地。“标准地”改革将大幅压缩
审批时限，通过“告知承诺”方

式实现拿地即开工，不但丰富
政府部门监管手段，而且提高
土地利用率。

作为“标准地”改革工作的
主力军，乐陵市经济开发区大
胆创新，主动将“标准地”改革
列入年度重点工作任务。在缺
乏顶层设计，经验不足的条件
下，赴先进地区考察学习，调查
研究大量资料，探索节能、水土
保持等区域评估先行试点，征
询市发改、资规、环保等部门及
园区企业意见和建议，扎实推
进前期工作，总结经验自主构

建切合自身实际的“标准地”制
度体系，审议出台《乐陵市经济
开发区推行工业项目“标准地”
制度工作方案》。

“标准地”是深化‘放管服’
改革、创优‘四最’营商环境的
重要举措。”乐陵市经济开发区
管委会主任谭在甡信心百倍地
认为，推动“标准地”改革落地
见效，是营造创新愉快、创业愉
快、创造愉快发展环境的“强抓
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强引擎”。
（贾鹏 杨旭东）

乐陵经开区迈入“标准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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