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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作风建设年”活动走深走实
雪野街道：以新作风新面貌新作为开启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文/片 记者 亓玉飞
通讯员 范晶 赵业超

“等一下，大姐，您先
别急着扔！”“这个纸盒子
是可回收物，应该扔到左
边蓝色的这个垃圾桶里。”

“投放的时候，要把袋子系
紧”……像这样的对话，时
常在济南市钢城区锦绣佳
苑社区响起。

每天早晨7点守候在
小区垃圾分类集中投放
点，指导居民正确投放垃
圾，是邢宇芬一天工作的
开始。作为一名垃圾分类
督导员，她的主要任务就
是查看垃圾分类是否正
确，发现错误就及时重新
投放……像这样的督导
工作，她已经坚持了快一
年。

“刚开始实行的时候
确实比较难，大家普遍抱
怨投放太麻烦，垃圾也不
分类，扔下就走，也有支持
我们工作的，但是不懂分
类的知识，经常分错。那时
候工作压力非常大，我们
就挨家挨户上门宣传，遇
见脾气犟的，还把我们堵
门口。”回忆起前期工作的
委屈，邢宇芬笑着说。

现在，社区居民们越
来越自觉了，分类也越来
越准确。最让她觉得很有
成就感的是，现在越来越
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到了垃
圾分类的工作中来。“现在
很多人都知道垃圾分类
了，有的居民还会主动参

与和帮助我们的工作呢，
感觉小区比以前更和谐
了！”邢宇芬感到非常欣
慰。

张大姐提着两兜垃圾
缓缓地向垃圾箱走来，“小
邢，这袋全是菜叶，是厨余
垃圾，这袋都是孙子吃完
的零食袋，是其他垃圾，你
看我分得对不？”邢宇芬一
边检查袋中的垃圾，一边
说：“大姐，您现在对于垃
圾分类知识掌握得越来越
好了，前两天您姑娘也是
这样来扔垃圾的。”“现在
小区环境好多了，闻不到
垃圾的臭味，蚊虫也少了，
在小区溜达时的心情也愉
悦，你们功不可没呀！”大
姐向邢宇芬竖起大拇指。

像邢宇芬这样的垃圾
分类督导员，在锦绣佳苑
小区里共有18名。每天早
上7点到9点半、晚上6点到
7点半，总能看到督导员坚
守的身影，指导完居民垃
圾分类后，他们还主动打
扫集中投放点周边的卫
生。身穿亮丽橙色的督导
员，也成了小区里一道美
丽的风景线。

“现在社区的垃圾分
类工作已经逐渐走上正
轨，看到大家生活的环境
越来越好，我就觉得这份
工作是有意义的，只要身
体好，我就一直做下去。相
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我们社区的垃圾分类工作
会越来越好！”邢宇芬满怀
憧憬。

本报5月12日讯（记者
亓玉飞 通讯员 张更

新） 为深入落实全面从
严治党要求，加强对年轻
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强
化规矩意识，守住纪律底
线，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
业的良好氛围，近日，农行
莱芜分行在全辖区组织开
展“纪检护苗”活动。

为推动活动顺利开
展，农行莱芜分行研究制
定了具体实施方案和活动
配档表，明确活动总体要
求、工作目标、时间安排、
活动步骤和内容等，突出
教育倡廉、制度固廉、监督
促廉，做到提醒常在、警钟
常在、关心常在，切实做到
思想教育从严、日常管理
从严、作风建设从严，引导
年轻干部扣好廉洁从业的

“第一粒扣子”，养成依纪
依法办事和廉洁自律的习
惯。

农行莱芜分行将“纪
检护苗”活动作为加强党
的建设、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的有力抓手，通过组织
集中学习、开展“廉政第
一课”入职（任职）教育、

廉政谈话等，强化年轻干
部党纪法规和反腐倡廉
教育，加深对依法合规、
遵章守纪的认识和理解，
推动树立良好的职业操
守。组织召开年轻干部座
谈会，围绕如何扣好廉洁
履职“第一粒扣子”与年
轻干部交心谈心，提要
求、压担子、明法纪。采取
参观地方纪委监委警示
教育基地、外拓训练、聘
请地方纪委监委或公检
法专家讲解案例、组织年
轻干部观看警示教育片
等多种形式开展警示教
育，用身边事教育身边
人，使广大年轻干部员工
引以为戒、防微杜渐。同
时，进一步排查梳理年轻
干部行使权力的廉洁风
险点，对“涉网”腐败问题
开展专项监督，注重贯通
协同，充分利用内控合
规、巡视巡察等监督检查
成果，注重对年轻干部“8
小时外”的兴趣爱好加强
了解掌握，并进一步完善
监督制约机制，推动年轻
干部教育管理监督制度
化、规范化。

本报5月12日讯（记者 亓玉飞
通讯员 刘雪婷） 5月10日上午，

莱芜区雪野街道召开“走在前、争一
流、开新局”作风建设年活动推进会
暨重点工作部署会。街道党工委书记
邹振儒参加会议并讲话，街道党工委
副书记、办事处主任郭增辉主持会
议。街道机关干部、党建工作区书记、
各村党组织书记参加会议。

会上，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刘学刚
宣读了雪野街道作风建设年活动方
案。要求全体党员干部围绕“立标杆、
作表率、超一流”工作目标，做好“学
习、查摆、整改、提升”四篇文章，大力
开展“莱芜要我怎么干，我为莱芜干什
么”大讨论活动与“七破七兴”学习提
升活动，全力推进作风建设取得实效。

邹振儒在讲话中提出，作风建
设，是衡量党员干部党性修养、纪律

观念、规矩意识、务实担当的重要尺
度和标准，是各部门单位、各村工作
人员精神面貌、服务态度、工作水
平、办事效率的综合反映，开展“作
风建设年”活动，是提高工作效能和
干部队伍建设的基础工作，也是一
项得民心、顺民意的民心工作。

邹振儒要求，要突出重点，真转
真变，扎实推进“作风建设年”活动
走深走实。要严格落实“严真细实
快”的工作要求，做到“六个字”“六
个转变”：坚守“严”的态度，变“过得
去”为“过得硬”；保持“真”的劲头，
变“躲着走”为“迎难上”；树牢“细”
的理念，变“盲目干”为“靶向干”；锤
炼“实”的作风，变“庸懒散”为“勤实
快”；强化“快”的意识，变“等靠要”
为“比学超”；恪守“廉”的本色，变

“宽松软”为“严紧硬”。

邹振儒强调，作风建设永远在
路上，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在区委区
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以咬定青山不
放松的韧劲强化能力提升，以新作
风、新面貌、新作为，开启雪野高质
量发展的新篇章。

郭增辉要求，作风就是形象，作
风就是力量，一定要以“作风建设
年”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振奋精神、
担当作为，大干苦干、勇争一流，以
作风建设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造
福于民，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
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为建设美
丽幸福新雪野，打造“省会会客厅”

“济南新名片”不懈奋斗。
会议还就疫情防控、安全生产、

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人居环境整
治、城市综合管理等工作进行了部
署安排。

本报5月12日讯（记者 亓玉飞
通讯员 常永亮 焦健） 近日，

经山东省康复医师转岗培训委员会
核验审定，济南市人民医院成为山
东省康复医师转岗培训定点医院。

济南市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成
立于2012年9月，2017年8月更名为
康复医学中心，为济南市康复医学
质量控制中心副主委单位，2020年
被济南市卫健委评为“济南市第四
批中医药重点专科”,同年被济南市
总工会评为“济南市女职工建功立
业标兵岗”。目前科室使用面积4000
余平方米，设置1个康复医学门诊与
2个康复医学病区，一个康复治疗
区，可开放床位70余张，科室共有医
技护专业人员50余人，其中硕士研
究生学历8人，副主任医师1人，主治
医师5人，住院医师2人，主管康复治
疗师1人，康复治疗师27人。科室设
有康复一病区、二病区以及康复治
疗区、康复门诊。康复治疗区分设物
理治疗室、针灸室、运动康复室、作
业疗法区、言语治疗室、运动治疗
区、器械训练区等康复治疗区域。科
室拥有国外进口及国内先进的现代
化康复治疗设备数十种：上下肢机
器人、四肢联动、电动起立床、作业
训练平台、上下肢智能运动训练系
统、瘫痪站立平衡训练平台、牵引治
疗仪等。设备设施先进，能够较好地
满足患者的康复需求。治疗的范围
有临床疾病早期康复、神经康复、骨
科康复、重症康复、肌骨疼痛康复
等，对脑卒中、脑外伤、脊髓损伤、周
围神经损伤、颈椎病、腰椎病、等康
复医学科常见疾病都有较理想的治

疗效果。
康复医学科室坚持以人为本、

科技创新，积极引进专业人才，推行
新技术新项目，采用现代先进的康
复治疗技术与中医传统康复相结
合，对于临床常见运动功能障碍、感
觉功能障碍、言语功能障碍、吞咽功
能障碍、大小便功能障碍、肺功能障
碍等具有丰富的康复治疗经验。

康复医学科注重人才培养，近
几年内采取“走出去，引进来”的方
式，提高科室技术人员的康复水平。
多次邀请省内知名康复专家来院进
行培训带教，引进国内知名康复专
家团队－江苏省人民医院专家团队
定期来院进行培训、查房、临床带
教，多次选派骨干力量到中国康复
研究中心、山大齐鲁医院、山东省立
医院、青岛大学附属医院省立三院
等上级医院进修学习，积累了丰富

的康复治疗经验。在各类医学杂志
发表论文6篇，获山东中医药科学技
术三等奖一项、莱芜市科技进步三
等奖三项，实用新型专利4项。康复
科专门成立业务培训及实习带教小
组，近两年共培养各大专院校康复
治疗专业实习生50余人，得到各学
校及实习学生的肯定。利用多种特
色康复治疗技术、专业技术人才、先
进康复治疗设备等让患者不仅在身
体功能上，而且在心理上和精神上
都得到康复。康复医学科不仅在于
保存伤残者的生命，而且要恢复其
功能，提高生活质量，重返社会。

督导工作日渐成效

居民主动分类投放

农行莱芜分行开展

“纪检护苗”活动

济南市人民医院获评
山东省康复医师转岗培训定点医院

雪野街道召开作风建设年活动推进会暨重点工作部署会。

济南市人民医院康复医学中心拥有国外进口及国内先进的现代化康复治疗设备数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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