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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今日商河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见习记者 袁本腾
通讯员 张鸣

建立优质服务体系
“要我拆变成我要拆”

今年伊始，商河县许商综合
片区（七期）棚改旧改项目国有
土地东酒厂地块原磷肥厂、东酒
厂家属院启动房屋搬迁验收工
作，仅用时15天该区域预签约+
房屋搬迁验收工作全部完成，再
次刷新了商河棚改旧改速度。在
现场，热心群众还专门搬来桌椅
板凳，送来热水，棚改旧改工作
开展得井然有序、氛围和谐。

一次次刷新签约速度，一次
次提升工作效率，这背后是棚改
旧改工作机制的不断完善，也是
县委、县政府保障和改善民生的
重要体现。

在棚改旧改工作中，商河县
立足于“快”“全”“新”，压紧时间
安排，健全制度，完善程序，创新
思路，提升效率。

压紧时间安排，牢固树立
“以时辰换时间”的理念，测量登
记、面积核实、补偿评估、复核调
整、征求意见等工作早动手快推
进。健全制度，完善程序，项目运
作中，注重法律程序和制度建
设，法律程序作为基础，各项制
度作为保障，为棚改旧改工作保
驾护航，先后完善了6项工作制
度，明确了工作权限和责任。创新
思路，提升效率，在项目常规推进
的同时，注重融入新思路、新理
念，对于新项目通过多种媒介、入
户走访、政策答疑会等形式，宣
传政策、项目流程和工作进展。

打造闭环服务体系
赋予城市“有趣的灵魂”

“历史遗留的不再留给历
史”，是整个商河棚改旧改服务
体系中每个人的坚定信念。推
进过程中，商河遇到了企业破
产、产权不明、产权争议等诸多
历史遗留问题。对此，商河县逐
户建立台账，实行销号制度，真
正做到了查清一户、处理一件，
既尊重了历史，也兼顾了群众
利益，妥善解决了许多历史遗
留问题。

在整个棚改过程中，商河县
还想方设法全面杜绝出现新的
历史遗留。

坚决做到“一把尺子量到
底、一个政策讲到底、一个标准
补到底”的“三个一”工作原则。

坚持“不与民争利、阳光征
收、用群众工作方法”，践行“尽
心、尽责、尽力”的工作方法。

常年聘用法律顾问盯靠在
指挥部，法律问题随时沟通解
决，同时请法律顾问对程序、房

屋认定、补偿协议等内容进行把
关。

由于种种原因，许多安置户
多年未能办理不动产产权证，虽
然住下了，可住得并不安心。针
对这一问题，商河县成立专班千
万百计为群众解决不动产登记
工作，据了解目前已有700余户
拿到房产证，近期该县彩虹棚改
安置房（B区）不动产登记工作
已全面启动。

这样一来，征收拆迁安置的
最后一个环节打通，形成了测
量、征收、安置、确权的闭环服务
模式。

商河县不断提升城市品
质，一方面，通过大规模实施园
林绿化工程，为城市美化颜值；
另一方面，聚焦城市基础设施
升级，赋予城市“有趣的灵魂”，
让群众住得放心、安心、舒心，
真正践行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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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病夏治”

“过滤网上无附着物，热水
畅通无阻，供热效果才能更好。”
恒泰供热服务处主管白铜鑫说
这句话时正在为用户清洗过滤
网。白铜鑫表示，每年都会对用
户过滤网进行集中免费清洗，今
年过滤网清洗共约2 . 3万个，需
检修排气阀近2148个。检修工人
3人一组，分工明确，第一个人负
责拆卸过滤网，第二个人负责清
洗。清洗后，过滤网一尘不染，第
三人进行安装。白铜鑫是从检修
工人开始做起，如今已经工作四
年，凭借踏实的工作态度被公司
认可，虽然已是主管，但是日常
工作还是在一线进行。“目前对
于用户端的过滤网清洗是免费
的。”白铜鑫说。

补偿器的检修难度更大，员
工王龙逐渐熟悉了各个换热站
设备及换热站运行的温度、压
力,对分析设备运行状态有着丰
富的经验。他是排除设备故障和
破解供暖难题的能手。为保证冬
季供暖安全稳定运行，济南市商
河恒泰供热有限公司实施技改
项目，将对无法满足供暖运行要

求的旧式补偿器更换为新式补
偿器，进一步提升供暖稳定性和
连续性。

同时，外网将对40座换热站
内设备、100多公里供热管网阀
门等设备进行检修保养，确保设
备处于正常状态，为供暖季的安
全稳定运行奠定坚实基础。

“精密”检修

“大家都认为停暖后,热力

人就无事可干了。设备经过120
多天的连续高负荷运行已处于
疲劳状态,处处都需仔细认真检
查 ,我们的检修工作繁重而细
致。加上技改和建设任务,停暖
之后的工作丝毫不轻松。”工作
人员说道。

供热厂内的电气元件属于精
密易损件，所有元件正常运作时
才能最大程度保证电力的正常输
送。电气班组对厂内及40个换热
站所有高低压配电柜、设备配电

控制柜、开关柜等电气设备进行
全面检修。检修工人每天都穿梭
在换热站及厂区之间，对电气设
备清尘、测线路、测电压忙得不可
开交。特别是在检修变压器和高
压开关柜时，有时甚至会带电作
业，他们拿着检修设备的双手在
普通人眼里看着都眼晕的线路和
电器元件之间游走，游刃有余。针
对运行期间存在安全隐患的电器
元件及时进行更换，确保电力设
施处于正常备用状态。

项目推进

商河城市建设快速发展，一
座座新建小区和学校拔地而起，
教育强县战略强力推进，供热需
求不断增长，公司必须大力建设
新项目，提升供热能力，满足市
民采暖需求。在此背景下济南市
商河恒泰供热有限公司结合亚
行项目，积极实施城区新建学校
和该小区供热项目、供热管网铺
设项目、清洁取暖客服调度中心
等多项供热建设项目。

时间紧任务重。目前，各建
设项目正在紧张有序进行。“下
一步，我公司将根据各项目情
况，在保证施工质量和施工安全
的前提下，与时间赛跑，加快施
工进度，确保各建设项目如期完
成。”恒泰供热工程管理部主任
张若刚表示。

6月7日上午，商河县住建系
统2021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
仪式暨应急救援演练活动，在商
河县人民医院新院区项目施工现
场举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
应急管理局和县卫生健康局相关
负责人，部分项目建设、施工、监
理企业主要负责人等共计110余
人参加活动。

今年6月是第20个全国“安全
生产月”，主题是“落实安全责任，
推动安全发展”。启动仪式上，烟建
集团有限公司安全处长于文强同
志作为行业代表发言，县住建局党
组成员段玉山同志对“安全生产
月”活动进行了安排部署，与会人
员一同观看了安全教育片《生命重
于泰山》。启动仪式结束后，现场观
摩了防汛应急救援演练活动。

活动期间，县住建局将紧紧
围绕活动主题，结合行业特点，精
心部署，积极行动，组织开展形式
多样、丰富多彩的“安全生产月”
活动。同时，将结合当前开展的安
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安全
生产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建
筑施工领域安全生产攻坚年行动
等专项行动或活动，持续抓好危
大工程管控、极端天气防范、安全
教育培训、应急管理、消防安全管
理等工作，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违规
行为，确保我县建筑施工安全生产
形势稳定有序。（通讯员 张强）

为进一步巩固“党群共建，为
民办实事”活动成果，营造全社会
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及贫困家庭的
良好氛围，6月6日上午，商河县中
医医院党建办、妇委会、工会组织
医务人员到郑路镇前进西村开展

“学党史 办实事”帮扶留守儿童
及贫困妇女关心关爱慰问及义诊
服务活动，县中医医院副院长尚
剑，郑路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房建
玲，郑路镇党委副书记、政协委员
联络室主任庞林一参加活动。

从关爱对象现实需求出发，
通过走访慰问，以物资帮扶、心理
疏导、医疗服务、让其感受到组织
的温暖。给留守儿童困难家庭带
去了大米、油、面等生活物品及慰
问金。随后，与他们亲切交谈，拉
家常、送祝福，洋溢着祥和、和谐
的温暖气息；给留守儿童带去生
活、学习用品，教育孩子自立自
强，树立其自信心，增强困难儿童
的归属感。期望他们坚持乐观进
取的心态，克服困难。

组织医务人员开展义诊活动，
就相关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方法
进行了沟通交流。各位医护人员在
村支部活动室为前来排队等候的
患者逐一进行了全面细致地检查
诊疗，护理人员耐心解答患者咨
询，并提出科学合理的诊疗方案和
建议，并为就诊群众免费测量血
压、心率、血糖、心电图等项目，用
中医院的优质服务为当地群众解
决了实际健康问题。当日义诊患者
80余人次，发放健康教育宣教单和
疾病预防知识宣传册共120余份，
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得到优质、
方便、实惠的医疗服务，提高了群
众对疾病的预防保健意识，受到了
广大群众的一致好评。在今后，我
院将积极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富有
特色的义诊活动，以实际行动为服
务群众服务社会贡献中医力量。

（通讯员 刘美森）

从“忧居”到“宜居” 从“破题”到“攻坚”

5年完成征收拆迁安置12000余户
从棚户到楼房，从“忧居”

到“宜居”，千千万万棚户区家
庭实现安居乐业的梦想从未有
如此之真切；从局部到全面，从

“破题”到“攻坚”，商河让更多
棚户居民共享发展成果的信念
从未有如此之坚定。

近年来，商河县坚定打造
“省会绿色生态和幸福民生新
样板”的信念，始终把增进民生
福祉作为攻坚克难、主动担当、
积极作为的立足点，特别随着
城市建设三年攻坚行动的深入
实施，打响了棚改旧改攻坚战，
把签约清零、拆除清零作为新
的奋斗目标，确保拆得了、安得
下、住得好，2016年以来，全县
累计完成征收拆迁安置12000
余户。其中，今年已签约2364
户，完成率达98 . 1%。

济南市商河恒泰供热有限公司：

停暖之后不放松 炎炎夏日忙检修
大多数市民对于供暖公司的了解就是冬日供暖，实际上夏日

检修是冬季供暖的重要保障。炎热的夏天，增加了供暖检修室外作
业的难度，济南能源集团商河恒泰供热有限公司毫不放松，停暖不
停工，设备检修紧张进行、工程项目快速推进。

商河县2021年住建系统

“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

商河县中医医院开展

关爱困境儿童及义诊活动

施工人员在进行技改项目施工。

一个个安置小区的建成让群众住上了宽敞明亮的高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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