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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通讯员 袁洋

严抓审核准入
审核备案渣土车538辆

在城市规划从事建筑渣土运
输车辆全部使用新型智能渣土车
的大背景下，章丘区渣土办对各
运输企业及渣土运输车辆从营业
执照、营运证、车型、驾驶员、密闭
装置、卫星定位、运输监管制度、
办公场所等方面进行严格把关。

目前审核准入运输单位37
家，审核备案渣土车538辆，使用
率已达100%，所有新型渣土车均
已安装转弯提示音及右侧盲区监
控系统，全部纳入数字化环卫管
理平台。

狠抓源头管理
不达标工地禁止施工

对准备开工的建筑工程，督
促建设单位及时申办“建筑垃圾
处置核准通知书”。对未办理建筑
垃圾处置核准擅自开工处置建筑
垃圾的施工工地、施工中超出核
准范围及超出手续方量的，责令
立即停工并及时告知渣管科，补
办建筑垃圾处置核准手续。

同时，对责任区内所有处置
建筑垃圾的施工工地进行现场管
理，明确建设单位责任，督促落实

“六个一”、“四不开工、四不出
门”、“六个百分百”等规定，并责
令施工单位安排保洁员实行全天
保洁、辅助冲洗。加强工地现场监
管，做到“四看四到位”（一看证照
是否齐全、二看车体是否整洁、三
看车辆是否密闭到位、四看出入
口是否保洁到位），达不到标准的
工地一律禁止施工。及时处理工
地出入口及周边道路的渣土、混
凝土、物料等撒漏行为，确保道路
干净整洁。实行日常巡查与重点
抽查相结合制度，对违法违规行
为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并停运整
改，严重行为会同交警、执法局进
行相应处罚，做好相关管理工作。

加强途中监管
开展“净车行动”

严格落实建筑垃圾运输单位
和车辆的管理考核制度，与交警
部门联合，按规定办理《建筑渣土
车辆准运通行证》；夯实运输单位
主体责任，开展“净车行动”，出工
地车辆必须做到“四冲四现”（冲
车头现车徽、冲车体现本色、冲车
轮现轮毂、冲后箱现号牌），加大
管辖区域的巡查力度，利用人防
加技防的措施，确保建筑垃圾运
输车辆按规定时间、路线和消纳
场运输。及时发现随意倾倒、撒漏
垃圾的行为，查找违规责任人员，
由渣土办依法履行行政处罚程
序；协调保洁、机扫大队清扫污染

道路并收取清扫费。
同时，严格贯彻落实《济南市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条例》，提高做
好渣土管理工作的思想自觉和行
动自觉，会同交警不定时召开渣
土运输企业负责人专项会议，进
行政策法规及安全教育培训。联
合交警、城管等执法部门，每月开
展2次以上联合检查行动，加大建
设、施工、运输单位和车辆违规处
置运输行为的查处力度，严厉打
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保障建筑
渣土管理秩序。

做好终点管控
严厉打击黑渣土车

继续加大巡查力度，从严从重
查处私自受纳建筑渣土违法违规
行为，并督促消纳场按规定配备冲
洗平台、洒水车、雾炮、照明等设备
和现场管理人员，落实好安全管理
制度及扬尘污染治理要求。

章丘区渣土办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在重点开展车体不
洁、密闭不严、扬尘撒漏、带泥上
路、超速超载、乱排乱倒整治等六
项攻坚任务的基础上，严厉打击
黑渣土车、特别是运输装饰装修
垃圾的小型自卸车偷排偷运行
为，同时，不断创新执法理念、转
变服务模式、加大整治力度、强化
工作措施，使全区建筑渣土管理
工作更加规范化、精细化、长效
化。

规范渣土管理 提升服务效能
章丘区渣土办多措并举促渣土高效管理

2020年，为保障建筑工地及
渣土车规范化管理，章丘区渣
土办不断“抓两头、控途中、强
整治、促监管”，建筑渣土管理
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新年
伊始，为确保建筑渣土有序可
控、安全规范，章丘区渣土办将
不断创新执法理念、转变服务
模式、加大整治力度、强化工作
措施，继续深化“抓源头、控途
中、重利用、严查处、保长效”的
工作机制，确保章丘区渣土管
理工作规范高效。

本报2月4日讯（通讯员 李
际秀） 为扎实锤炼过硬作风、
提振士气精神、树立良好形象，
按照作风集中整顿激励担当作
为行动要求，近日，章丘区城市
管理局组织开展队列会操竞赛
活动，检验“训练周”训练成果。

竞赛过程中，5个队列方阵
分别按照流程演示了队列行进、
队列动作，最终，由刁镇、相公
庄、绣惠、白云湖、宁家埠、普集、
高官寨、黄河8支镇街中队组成
的方阵取得了第一名。

据悉，举办此次“训练周”及
队列会操竞赛活动，是扎实开展
好作风集中整顿激励担当作为
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是磨

炼意志品质、锤炼过硬作风、提
振精神士气，打造政治坚定、依
法履职、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人
民满意的新时代管理执法队伍。

章丘区城市管理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2021年是“十四五”规
划的开局之年，是全区贯彻落实

“东强”战略、建设现代化济东强
区的起步之年，城市管理和综合
执法工作艰巨繁重，大家要以此
次活动为契机，强化自身素质、
树立良好形象，团结协作、忠诚
履职，坚决贯彻好区委、区政府
的决策部署，高标准、高质量完
成好党组安排的各项工作，一如
既往地当好“奋力自强、服务东
强”的奋斗者和排头兵。

锤炼作风提士气 振奋精神树形象
章丘区城市管理局组织开展队列会操竞赛活动

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文
祖街道办事处地处鲁中，位于
泰沂山脉北麓，山清水秀、人
杰地灵，区位优势、地理环境
独特，土壤富锌富硒，生态资
源禀赋突出，花椒、小米、核
桃、红薯等农产品品质优良。
为促进农业品牌化建设，提升
特色农产品公共品牌形象，扩
大优质特色农产品知名度，深
入挖掘、提炼特色农产品公共
品牌的独特价值，构筑特色农
产品公共品牌战略系统，文祖
街道办事处现面向社会公开
征集“文祖特色农产品公共品
牌名称及LOGO标识”。

一、征集时间：2021年2月1
日-2月26日

二、征集内容：文祖特色
农产品公共品牌名称及LOGO
标识。

三、创作要求：
1、应征作品须简洁明了、

新颖独特、主题突出，能充分
反映文祖历史、人文、地理及
农产品特色，且不得违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等法律
法规禁止性规定。

2、品牌名称应用2—8个汉
字表达，易于识别和记忆，做
到创意新颖有特色；LOGO标
识要求寓意深刻，特色鲜明，
形象生动、清晰易懂。两者总
体要求图文有机结合，视觉传
播效果理想，适合平面宣传，
推广性强，地域性突出，便于
生产制作，拓展设计。

四、投稿要求：
1、应征作品须为原创，且

能明显区别于其它商标或品
牌的名称及LOGO。作者不得

侵犯他人著作权，如有侵权行
为，取消其参赛资格，后果自
负。

2、应征稿件为电子文件
JPG格式，分辨率300dpi以上，
配有简易的创意说明。

五、评选方式：
征集方将邀请有关领导和

专家按照“公开、公平、公正”之
原则，择优评出获奖作品。评审
结果通过媒体进行公布。

六、奖项设置：本次活动设
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
3名，并分别给予5000元、3000
元、1000元奖金。

七、投稿方式：应征者可
以邮寄、电子邮件等形式参与
投稿，应征作品注明“文祖特
色 农 产 品 公 共 品 牌 名 称 及
LOGO标识”字样，作者姓名，
联系方式。

承办方：山东省济南市章
丘区文祖街道办事处

联系人：赵永刚 解裕燕
电话：0531——— 83740001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章丘

区文祖街道办事处
邮箱：wen zux c b 2 0 1 3@

163 .com
本次活动的最终解释权

归征集方所有。
文祖街道办事处

2021年1月26日

有创意 你就来
文祖街道有奖征集特色农产品公共品牌名称及标识

本报2月4日讯（通讯员 徐晓
晨 张雨） 抢抓机遇，乘势而上。
为激发员工工作热情，深入贯彻落
实省联社和济南办事处各项工作
部署，章丘农商银行认真落实，明
确目标，提振信心，全面掀起增户
扩面攻势，“赢”战2021年首季“开门
红”。截至目前，该行各项存款余额
208.5亿元，较基数增长5.2亿元，各
项贷款余额141 .67亿元，较基数增
长2 .85亿元，全行实现新增贷款户
677户，新增信e贷469户。

勾勒蓝图，强化组织领导

该行成立了以董事长为组长
的活动领导小组，结合2021年全年
工作规划，制定并印发《章丘农商
银行2021年“春天行动”活动实施
方案》，于12月26日，组织召开“首
季争先 赢战全年”开门红旺季营
销启动大会，通过典型发言等形
式，鼓干劲、提士气。

为落实分工，鼓舞信心，实现
“春天行动”活动向纵深推进，该行
将全辖23家支行分为7大战区，抢
占客户资源，巩固基础客户和拓展
行业客户，牢固树立客户营销发展
的核心理念。

量体裁衣，分类精准施策

以“四张清单”网格化营销为
依托，积极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
户对接、网格化营销、整村授信等
工作，锁定重点对接目标，实现精
准施策。做好厅堂活动营销，丰富
厅堂主题活动形式，做到“活动不
断、优惠不停”。

以网点转型为契机，针对老年
客群主打“感情”牌，送对联、卷轴
等新年开业激励，针对中年客户主
打“中间业务”牌，提供便捷的金融
服务和消费类信贷产品，针对青年
客群主打“渠道”牌，提供信e贷体
验，推介电子银行产品和微信、支

付宝绑定等线上功能。

点面结合，深挖营销资源

快速推进网格化建设工作，按
照“先易后难、精准锁定、部分带
动、循环覆盖”的原则，加快村级网
格建设进度，严格按照规定要求开
展驻点金融服务，逐村张贴便民联
系卡和公示牌。

充分发挥全体员工能动性，以
“金融辅导队”为抓手，开展“点对
点式”金融服务，全面深入中小微
企业，积极对接企业负责人，详细
解读金融支持政策，做到一户一
策，因户施策，拓展营销资源，为实
现“开门红”工作提质增效。

掀起增户扩面攻势，赢战首季“开门红”
章丘农商银行以增户扩面为着力点，助力“春天行动”旺季营销

全面深入中小微企业，做到一户一策。

5个队列方阵分别按照流程演示了队列行进、队列动作。

不间断实行日常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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