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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顾敏

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
民。市教育系统从群众关心关切
的教育领域“急难愁盼”问题事项
出发，广泛征集“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项目，共征集涉及学校发
展、教师成长、学生发展、教育教
学、校园管理等各类意见建议 60
余件，通过认真梳理分析和组织分
类汇总，列出“实施学校基础设施
提升、关爱学生身心健康、创建平
安校园、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基层
学校减负提质”等 10 项实践活动
项目，切实解决一批群众急难愁盼
的突出问题。

全市教育基础设施提升快推
进，各学校工程建设项目实施顺
利，形象进度、投资额度均达序
时，部分学校改造提升小型工程、
新四项教育惠民工程课桌椅更新
和直饮水等项目已提前完成。从
今年秋学期开始，全面推行“5+2”
课后服务模式，目前涉及义务教
育学校 58所，服务学生 53730 人，
参加服务教师 3831 人，做到所有
义务教育学校和有需求学生全覆
盖。

在师德师风建设方面，组织开
展师德师风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活
动，教师违规有偿补课、收受红包
礼品等现象有效遏制，取得了阶

段性成效。在落实“双减”任务方
面，重点抓好学生作业管理，全市
58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全部建立
作业校内公示制度，一校一案出
台作业管理细则。市教育局印发
作业、睡眠、手机、读物、体质“五
项管理”文件，做到“五项管理”与

“双减”工作整体设计、同步实施、
一体推进。

在疫情防控方面，全市教育系
统广大教职员工放弃休息、加班加
点做好信息排查统计和师生健康
监测等工作，扎实开展防疫培训、
应急演练和环境消杀，储足备齐各
类防疫物资，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教
职员工、高三毕业生、12-17 周岁

学生等群体的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应种尽种接种率 100%。疫苗接
种、核酸检测期间，40多所学校近
千名志愿者教师奋战在防疫一线，
特别是作为群众核酸检测点的学
校，教师们积极维持引导现场秩
序、做好后勤服务保障工作。

市教育局将持续把学习党史
同总结经验、观照现实、推动工作
结合起来，与“再学习、再调研、再
落实”结合起来，落实落细 10 项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项目，
进一步找准查实基层群众师生的

“急难愁盼”问题，形成工作清单、
任务清单和责任清单，全力推动为
群众办实事常态化制度化。

向着人民满意的教育奋进

全市教育系统深耕群众关切聚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许翰文）10月 18日
下午，今冬明春全省能源电力保供电
视电话会议召开，通报各地有序用电
执行情况和各发电企业机组出力、电
煤库存情况，部署今冬明春全省能源
电力保供工作。市长商建明在我市分
会场收听收看。

会议指出，能源电力保供是必须
承担的重大政治责任、是必须完成的
重大政治任务。各级各部门和相关企
业，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关于能源保
供的工作要求，履职尽责、担当作为，
不折不扣落实好既定目标任务，全力
做好今冬明春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
保能源电力保供万无一失。

会议强调，随着秋冬季用电用能
高峰到来，全省能源电力保供形势将
更加严峻。要坚持供给侧和需求侧协
同发力，供给侧方的发电企业要认真
履行好能源电力保供主体责任，多渠
道、多方式加大电煤采购力度，千方百
计增加电煤库存，并加强机组运行管
理，确保应发尽发、稳发满发；需求侧
方的各级政府要坚决落实推进有序用
电管理属地责任，做到科学精准调度，
优先保障民生用电、重点限制高耗能
企业用电、倡导全社会节能节电，不折
不扣完成省用电负荷控制调度指令，
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企业生产安
全、电网运行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副市长崔恒荣参加收听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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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场河生态廊道项目紧扣“盐文化”主线，致力打造集“景、产、人、文”于一体的生态景观旅游文化带。图为整治后的串场河城市段一标段现场。
刘进涛 摄

本报讯（记者 刘晓雨）10 月
18日，2021年江苏东台（青岛）国
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绿色食品工
业园招商投资说明会成功举行，
青岛和福记、新希望乳业、青岛食
味库等四十家食品加工企业应邀
出席，双方就进一步拓宽合作领
域进行广泛交流，达成深度合作
意向。

东台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规
划总面积 26.5 万亩，重点发展以
西瓜、甜叶菊为主，其他果蔬为辅

的“1+1+N”复合种植模式。东台
绿色食品工业园以农副产品深加
工为主导，是集绿色食品加工、冷
链物流交易、研发孵化为一体的
转型升级示范区，目前两个园区
发展势头强劲。

近年来，我市聚力农业结构
优化调整，着力建设农业园区、发
展精深加工、打造品牌矩阵，坚持

“全产业链”推进乡村产业振兴，
品牌农产品畅销长三角、叫响全
国，现代农业发展成效显著。

东台（青岛）国家现代农业
产业园、绿色食品工业园
招商投资说明会成功举办

本报讯（记者 顾敏 刘煜）近
日，奇幻轻喜剧《谢公子的酒》在
西溪旅游文化景区正式开机。

该剧讲述了大四女生梦宇凡
来到西溪景区沉浸式游玩，阴差

阳错闯入一家五醍酒肆，喝下酒
后醒来发现已置身北宋年间。在
此邂逅了两世缘定的有缘人，于
是她决定留下积极生活，用现代
经营思路让酒肆重获新生，并就

此与小伙伴们发生了一系列妙趣
横生的故事。

全剧将深度展示西溪古镇风
貌和文化 IP。剧中涉及宋朝场景
及男女主角相知相恋相守的内容

展示了西溪古镇的唯美风光。董
永七仙女文化园、草市街、犁木
街、汉潮街将成为该剧的主要取
景地。

奇幻轻喜剧《谢公子的酒》在西溪景区正式开机
本报讯（记者 李翔）为进一步

规范政府投资行为，提高政府投
资收益，激发社会投资活力，10月
16日下午，我市召开政府投资管
理工作培训会议。市发改委、住
建局、财政局就政府投资管理系
列文件进行解读。

会议要求，各镇区、部门要

严格按照管理办法要求，在项
目申报、项目实施、资金管理、
监 督 检 查 等 环 节 做 到 程 序 规
范、管理规范、资金规范、监管
规范，确保政府投资工作更加
科学规范。

会议还对2022年政府投资计
划编排工作要求进行了通报。

政府投资管理
工作培训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 戴海波）10月 19
日上午，市委书记杨雪峰率领相关
部门负责同志实地检查粮食安全
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的重要论述精神，坚决扛起粮
食安全政治责任，不断提升储备管
理专业化水平，筑牢粮食安全“压
舱石”。

我市是全国产粮大县，粮食
总产量保持在 100 万吨以上，现
有国有粮库 23个，有效仓容 15.31
万吨。“十四五”期间计划建设 6
个粮库 19 万吨仓容。项目建成
后 ，全 市 国 有 粮 食 仓 容 将 达 到

53.63万吨。
秋粮收购在即，粮食储备是粮

食安全的第一道防线。杨雪峰先
后深入到城区中心粮库、安丰粮
库、台城国家粮食储备库、五烈镇
粮油管理所，详细了解库存现状、
储存规模、质量检验和收购价格等
情况。城区中心粮库、安丰粮库提
前腾空仓容，积极为秋粮政策性收
购做好准备。杨雪峰走进粮食储
备库，仔细询问储存品种、品质及
种子来源，要求完善种植、收储、加
工、销售等各环节风险监测处置机
制，做到粮食生产全流程的闭环管
理，把粮食安全责任制真正落到实

处，织牢粮食质量安全保障网。在
质量检测中心和监控室，得知粮食
进库、出库时都进行重金属检测，
每个粮库进行温湿度监控时，杨雪
峰要求增强责任意识，高度重视储
粮安全，进一步提升检测能力和信
息化水平，打破信息孤岛，实现数
据共享，确保仓储粮食可追溯，保
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检查中，杨雪峰指出，粮食安
全是“国之大者”。要切实提高政
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
论述精神，树立危机意识，扛稳粮
食安全重任，不折不扣完成好国家

粮食储备任务。要聚焦主责主业，
扎实推进粮食储备信息化建设，完
善粮食仓储设施体系，不断提升储
备粮数字化、智能化管理水平，构
建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
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要加快转
型升级，主动适应市场需求，优化
库区布局，合理空间利用，提升综
合服务运营能力。杨雪峰同时要
求，各镇区要“抢”字当头，抓住天
气晴好有利时机，扎实做好秋收秋
种工作，为明年粮食增产、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打好坚实基础。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潘春舒
参加活动。

杨雪峰检查粮食安全工作时强调

扛起政治责任 强化储备管理
筑牢粮食安全“压舱石”

本报讯（记者 刘煜）10 月 18
日，发改委召开全市农村公共基
础设施管护工作培训会。

培训会上，发改委相关人员
为各镇区分管负责同志、联络员
详细解读《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管
护机制落实工作考核实施办法》，
要求各镇区认真研究部署管护工
作，制定相关农村公共基础设施

管护体制、政策措施和配套制
度。及时完成各类农村公共基础
设施确权登记，做好台账建档、分
类，开展全行业培训到村，有效提
升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管护水平。

会上，民政、教育、农业农村、
水务、交通、文旅等部门相关分管
同志也对《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管
护工作实施细则》进行解读。

农村公共基础设施
管护工作培训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