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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住新楼住老楼，胡大娘有心事
任城区仙营街道网格赋能，提升居民幸福感

本报济宁4月21日讯(记者
康岩 通讯员 李勇) 盼了多
年的棚改房马上就要交房，年过
花甲的胡秀云和老伴却做了个
决定：等新楼交房就把新房先租
出去，继续住在建于20世纪90年
代的老旧小区。老两口的转变源
于“党建引领网格赋能”工程。今
年以来，仙营街道优化城市基层
党建组织、治理和服务体系，通

过扁平化治理、亲民化服务，提
升群众满意度。

街道将5个社区划定为20
个网格工作室，每个网格工作
室覆盖2—5个网格，网格下再
设微网格。在每个网格工作室
设立党支部，党支部书记由社
区党委委员兼任，同时派驻街
道科级干部担任“第一书记”。
并将城市管理、市场监管等上

级部门下沉人员全部纳入网
格，建立网格事项闭环式工作
流程，定期召开“居民说事”“网
格9号议事”等协商议事活动，
打造社会治理共同体。

在仙营街道党工委书记胡
连海看来，街道推行的网格赋能
工程让各级干部包保并下沉到
网格工作室，让每个人身上分到
一块“责任田”，每块“责任田”都

耕好了，就不愁群众不满意。派
驻到南组团网格工作室担任“第
一书记”的街道科级干部杜凯迪
召集住建、综合执法、供电、社区
等单位开会协商。经过实地勘
察、分析讨论、征求意见，不仅将
年久失修的小广场改造提升成
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广
场，还为每户居民安装了电动车
充电盒，安全方便又实用。

“烦心事解决了，心里真畅
快！”胡秀云感慨，咱网格的力量
强大了，居民诉求件件有了着
落。“我们老两口年纪越来越大，
儿子住得远，平时有什么事网格
员最靠得住，这样的小区住着舒
坦。”

在网格赋能工程推行下，仙
营街道已解决民生问题172件，
开展各类志愿服务千余次。

人间四月天，近日，安居街道四季牡丹园里的牡丹纵情绽放。人在花丛
中，花美人亦美，人们边欣赏边点赞，或走进花田细看慢品，或将这美丽瞬间
定格在手机相册中。 记者 汪泷 通讯员 冯丹 刘胜男 摄

甜瓜飘香“醉人心”
喻屯镇推广高标准甜瓜种植助农增收

本报济宁4月21日讯(记者
汪泷 通讯员 杨洁) 4月

11日，任城区喻屯镇卢庙村精
品甜瓜种植基地，翠绿的景象
映入眼帘，一个个青绿色的甜
瓜沉甸甸地垂挂在瓜秧上，生
机勃勃、长势喜人。“这个瓜的
口感非常好，又脆又香又甜。”
基地种植大户卢根清说，卢庙
村精品甜瓜种植基地2022年种
植了近10个甜瓜品种。

为解决成本趋升、效益下

降、品牌号召力减弱等问题，喻
屯镇建设了甜瓜育苗基地和种
植示范基地，通过引导瓜农种
植优质甜瓜品种，强化技术管
理等措施，带动农户向精品化
发展。此外，为保证甜瓜品质，
任城区农业农村局还组织技术
专家深入一线指导种植户科
学、安全种植，引导农民不要一
味追求甜瓜产量，更要注重甜
瓜的品质和品牌。

看着结满甜瓜的大棚，卢根

清算了一笔账：他今年种了18个
大棚，一个棚是二亩多地，每亩地
能达到6000斤。按最低出售价格6
元一斤算，一亩地就是3万多元，

“咱这一共是36亩地，这样初步算
算，轻松过100万元。”

如今，小甜瓜不仅敲开了
种植户的致富门，也带动了周
边群众增收。喻屯镇甜瓜年稳
定种植面积2 . 5万亩，年产优质
甜瓜9万吨左右，年产值3 . 6亿
元左右。

梁宝寺畜牧小区

获授信600万元
本报济宁4月21日讯 (通讯

员 找正) 嘉祥县梁宝寺镇按
照“按揭畜牧业”的模式建设“畜
牧小区”，规划建设现代化、规模
化、规范化的养殖示范点，并授
信600万元。

该“畜牧小区”规划建设有3
个牛场，1个羊场，共计牛棚12
栋、羊棚4栋。项目建成后预计存
栏肉牛达到3000余头，存栏羊
5000余只，预计年经济收入达到

1000万元。目前“畜牧小区”的建
设正在有序进展。

梁宝寺镇勇于尝试与创
新，推动“畜牧小区”项目的落
地实施。采取了当地养殖大户
承建，嘉祥农商银行贷款解决
承建与农户融资问题的模式
开展。现已成功对梁宝寺镇

“畜牧小区”进行了“按揭畜牧
业贷款”授信，授信额度600万
元。

观音阁“实绩档案”
干部争当排头

本报济宁4月21日讯(记者
汪泷 通讯员 张伟) 观音

阁街道，通过建立干部执行力和
工作实绩档案，激发街道党员干
部“干在前列，争当排头”的奋进
活力。

将日常工作情况、承担重
要任务、防范化解风险情况、
对上争取情况、年度表现情况
等纳入执行力档案内容，全方
位展示干部工作实绩。今年以

来，对街道19名科级干部建立
了干部执行力和工作实绩档
案。

街道设立干部队伍建设指
挥部，负责汇总干部执行力和工
作实绩信息。

树立一批抓落实的先进典
型，形成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
的用人机制，努力建设一支适应
新时代需要的忠诚干净担当的
高素质干部队伍。

许庄公益岗位

充实防疫新力量
本报济宁4月2 1日讯 (通

讯员 王萍 ) 近日，太白湖
新区许庄街道第一批城乡公
益 性 岗 位 工 作 人 员 冲 在 村
居、社区疫情防控一线，成为
疫情防控工作中的一支新生
力量。

从4月13日凌晨5点开始，
一直到深夜，许庄街道公益性
岗位人员认真提供服务，井然
有序地协助核酸检测医护人员
开展指引扫码、问题咨询、资料
录入、维持秩序、照顾老幼、疏
导情绪等工作。

南苑专题培训
为上岗打基础

本报济宁4月21日(通讯员
毛琳) 近日，南苑街道城镇

公益性岗位聘用人员岗前技
能培训班6开班。

此次培训共4天，为新录
用的100余名公益性岗位人员

分两批次进行岗前培训。培训
以讲课、座谈、现场讨论等多
种形式进行，通过深入浅出、
通俗易懂的授课，为公益性岗
位人员迅速适应工作岗位打
下了基础。

南张花卉大棚
村民致富基地

本报济宁4月21日讯(记者
汪泷 通讯员 荆梦涵 )

盛春时节，任城区南张街道三
军村花卉大棚里一株株花卉争
先恐后地绽放。围绕乡村振兴
战略实施，三军村花卉基地通
过产业发展带动村民就业，目
前已为周边村民提供十余个工
作岗位。

南张街道三军村花卉大棚
占地面积5000多平方米，总投
资300余万元，2021年投入使
用，大棚收入归村集体所有。

“为了种好花卉，安排专人去青
州学习种植技术，现在大棚里
种植了绿萝、猫眼等十余种花
卉。同时，依托街道辖区的万花
苑花卉市场进行售卖，没有了
销售上的顾虑。”三军村党支部
书记王敬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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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本报济宁4月21日讯(记者
孔 茜 康 岩) 4月17日，

泗水县的王文陆续收到来自金
庄镇大葫芦套村爱心捐款的转
账信息，近3万元善款让他儿子
的住院费有了着落，加上水滴
筹的10多万元善款，20日王文
的儿子开启第一次化疗。

今年3月份，王文2岁三个
月的小儿子因腿痛前往医院
诊疗，初期怀疑为滑膜炎。后
来不见好转，孩子腿疼到无法
行走。4月9日，经齐鲁儿童医
院确诊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
病。

14日晚上9点，“王文的小
儿子被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大葫芦套村微信群里一则消
息，让村民们坐不住了。你100，
我200 ......小村自发连续三天的

爱心募捐，让王文的焦虑心情
多少有了些安慰。

王文的父亲小脑萎缩并
患有精神障碍，母亲多年前因
车祸去世，妻子因照顾孩子没
有工作，一家五口的生活重担
便压在他的肩上。当前，王文
开办的吉他培训班也不景气。

“王文老实勤快，家里遇上
难处，咱们得帮帮他！”金庄镇
大葫芦套村村委会主任李德鹏
说，14日晚上9点多，他便在村
里的微信群中发出倡议。第二
天又通过村委会广播再次倡
议。

得知情况的村民们纷纷前
往村委会捐款，全村95%的村民
都进行募集，部分村民更是捐
了“两份钱”。微信转账后，又跑
到村委捐款。截至17日，全村为

王文一家捐款26746元。
“有外出务工才听说的，也

跑回来捐款。”李德鹏说，目前
虽然捐款人较为零散，但爱心
依旧持续中。

除了村里爱心捐款外，14
日起王文在水滴筹也发起爱心
捐款活动，截至4月20日水滴筹
筹集到13万元。

“医生说，孩子需要做6个
疗程，在没有出现其他感染的
情况下，需要40万。”一想到高
额的医药费，陪着儿子在齐鲁
儿童医院接受治疗的王文深感
绝望。

谈及孩子病情，李德鹏表
示，村里将会持续关注，如若需
要，还会进行第二次捐款，希望
通过绵薄之力帮助王文一家共
度难关，孩子早日康复。

泗水这个村全村捐款救突患白血病男孩

非常感谢，孩子开启第一次化疗

倾倾城城
安安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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