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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张德杰 孙科强

“新建成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设施新、功能全、接地气，为我们开展
志愿服务活动提供了广阔空间。”平度
市近日刚落成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让东阁街道志愿服务分队队员王
素丽颇为振奋，以百姓喜闻乐见的形
式落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有了最好的平台。
王素丽是平度市 15万名志愿者

之一。10月23日上午，平度市新时代
文明实践志愿者誓师大会举行，来自
各镇 (街道）、部门、村（居）、学校和社
会各界共2500余名志愿者代表参加，
这也标志着该市全体志愿者投入新
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全面启
动。

时值青岛全市解放思想大讨论如
火如荼开展，启动志愿服务活动是平
度市深入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推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在平度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重
要举措之一。作为全国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建设试点50个县（市、区）、山
东省 9个试点单位之一，平度市将进
一步加强改进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打通宣传、教育、关心、服务群众的最
后一公里。

“书记工程”
将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开展到群众身边

按照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
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平度市将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工作作为“书记工程”，
按照“1246”的工作思路全面推进。“1”即
建好一支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伍；“2”即
用好线上“德润平度”云和线下“庄户学
院”两大平台；“4”即抓好领导、保障、激
励、督考四项机制；“6”即以“德润平度·福
泽万家——— 文明实践在行动”为主题，做
好“学在我家——— 全民素质提升工程”“和
在我家——— 崇德尚善引领工程”“乐在我
家——— 文化惠民普及工程”“美在我
家——— 环境秩序优化工程”“爱在我
家——— 守望相助暖心工程”“兴在我
家——— 乡村振兴助力工程”六项工程，坚
持全覆盖、常态化，城乡统筹推进，全力打
造“有诗、有远方、有梦想”的精神家园。
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并非要

另起炉灶、另搞一套。平度市因地制宜整
合各类公共服务资源，打通理论宣讲、文
化服务、教育服务等阵地，把原有的资源
用好用足。以构建3+N组织体系为抓
手，平度致力于形成市、乡镇、村三级和
若干个文明实践站无缝隙、全覆盖的文
明实践体系，联动开展文明实践活动。目
前，市级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依托东阁

街道综合文化活动中心，增加15个功能
室，创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活动内容；
镇、村级层面，18个镇（街道、开发区）在
现有党校、文化活动中心、便民服务中
心、村镇文史馆、道德讲堂、文化广场等
阵地基础上，开拓思路，把群众日常聚集
的地方纳入建设范围，将新时代文明实
践活动开展到群众身边。

“百千万”工程
组建各地特色化志愿者

服务队伍

“在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不仅有秧
歌、柳腔等老地方戏，还有年轻人的快
板、小品等宣讲党的好政策，俺这回真是
听明白了！”今年54岁的仁兆镇西仁兆
村村民陈俊红，对镇里的志愿演出赞不
绝口。近期以来，随着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试点的不断推进，包括仁兆镇在内，平
度市1700多个村庄自发成立新时代文
艺志愿服务组织，由镇级新时代文明实
践分中心统一备案组织，将理论宣讲融
入送戏下乡、消夏晚会、广场舞大赛等丰
富多彩的群众性文化活动，把新时代党
的好政策通俗易懂地传递给了群众。“仅
仁兆镇就拥有柳腔志愿服务团队60余
个，参与演出人数多达1200余人，举行
新时代文明实践演出达500余场。”
“满足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我们首

先是从队伍建设上入手。”平度市相关负
责人说，该市正着力实施“百千万”工程，
即培育百支特色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
务队、培养千名骨干新时代文明实践师、
培训万名活跃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
目前，市直部门单位根据行业特点，注重
突出志愿服务特色，组建60余支具有行
业职能的志愿服务队伍；18个镇（街道、
开发区）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组建符合当
地各具特色的志愿服务队伍。

线上+线下
各类特色服务活动全方位开启

以打通群众需求与志愿者服务的通
道为目标，平度市搭建线上“德润平度”
云和线下“庄户学院”两大新时代文明实
践平台，按照“月月有主题，周周有活动”
的活动计划，推动各类特色服务活动遍
地开花。
“我们将‘庄户学院’作为与群众面对
面服务的现场阵地，在培养人才、传授技
术的基础上，增强志愿服务功能，在群众
学习党的理论政策的同时，也接受各种技
术培训，实现‘富脑袋’和‘富口袋’双丰
收。”平度市相关负责人表示，近期还将开
发运用“德润平度”志愿服务云平台，将志
愿服务项目与群众需求内容在网络平台
进行发布，实现双方信息互通共享，推进
群众需求能够快速对接到志愿服务队伍。

共建“有诗、有远方、有梦想”的精神家园

平度15万名志愿者奔向实践一线

□半岛见习记者 李珊 通讯员 吕
宁 报道

本报讯 为争创国家农产品质量
安全市，进一步加强平度市农产品质量
安全监管，保障农产品消费安全，今年
前三个季度，平度市农业局标准办对平
度市上市农产品开展质量安全例行监
测，共完成各类农产品定性定量检测
611批次，速测5 .8万批次，其中承担青
岛市级以上定性定量抽检360批次，总
合格率达到99 .18%。
2018年前三季度定性定量抽检农

产品主要包括水果、蔬菜和粮食三大
类，抽检范围覆盖云山、白沙河、李园、
明村等14个镇街。抽检主要集中在进
入市场流通之前的农业生产环节，均委
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公司进行检测，
抽检指标重点覆盖农药残留、微生物、
重金属、其他有害物质鉴别等项目。

相关链接：

创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市
目前，平度市获得“三品一标”认证

的农产品占地面积达到了152万亩，其中
无公害农产品认证面积4 .87万亩、绿色
农产品认证面积2.3万亩，国家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认证面积151 .93万亩，占全市
总耕地面积的54.97%，远远高于“国家农
产品质量安全市创建”40%的创建要求。
近期，平度市正致力于“国家农产品
质量安全市创建”工作，其中一个重要创
建指标就是“三品一标”农产品的认证情
况。多年来，平度市农业局立足产业优势，
多措并举促进“三品一标”农产品认证，以
打造平度农产品优质安全的农业品牌形
象，提高平度农业产业效益。截至目前，平
度市已有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19个、无
公害认证农产品116个、绿色食品认证产
品28个,共涉及41个农产品种类、15个乡
镇街道办，占青岛市“三品一标”认证总数
的40%，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数量更
是全国县级市最多。

平度争创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市

□半岛记者 王晓伟 见习记者 李
珊 报道

本报讯 10月25日，平度市物价
局价格争议调解室在山水龙苑小区正
式挂牌成立，此举标志着平度市在价格
纠纷领域开始建立起人民调解、行政调
解和诉讼调解相衔接的调解格局，为老
百姓提供了解决价格争议的便民平台。
平度市物价局先行先试，主动参与

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以价格争议
纠纷调解室为工作基础，积极畅通部门之
间沟通协调渠道，与司法局共同构建成立
联合调解小组。加强价格争议行政调解与
人民调解衔接配合机制创新，按照“便民、
高效”的原则，因地制宜，提供专业价格服
务和技术支持，实现社会调解资源与价格

纠纷专业调解资源有效整合和优势互补。
调节受理范围，凡是个人或单位在日

常工作、生活、消费等产生的价格纠纷、价
格矛盾等，当事人双方均可申请价格争议
调解处理。调节处理方式，在调解过程中，
调解员将会充分尊重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
愿，坚持依法、公平、公正、自愿原则，认真听
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并对相关情况进行
调查、核实，主动向双方当事人阐明价格法
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调节结果，双方当事
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的，价格争议调解处
理机构将及时制作书面调解协议书，由双
方当事人签字认可后履行；如双方当事人
无法自愿达成调解协议的，价格争议调解
处理机构将作出价格争议处理意见，指导
价格争议双方当事人解决争议。

平度市物价局价格争议调解室正式挂牌

□半岛记者 王晓伟 见习记者 李
珊 通讯员 李再茂 报道

本报讯 近日，由山东省委宣传部
和省文联主办的“山东省首届农民戏剧
展演月”已经正式启动，为深入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断推动乡
村文化振兴，歌颂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农

村发生的巨大变化，担当起“文化走在
前列”的时代使命。各市初选出的100
个民间剧团陆续开始在全省各地演出。
平度市参演三个新编剧目，分别是吕剧
《状元郎》、《团圆饭》，茂腔《乡音情》，由
北苑剧团和戏曲家协会崔家集俱乐部、
古岘康城俱乐部参演。

平度三个剧目参加山东首届农民戏剧展演

□半岛见习记者 郭巧玲 通讯员
刘丰林 报道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对社区服
刑人员的监督管理，切实掌握社区服刑
人员实际情况，近期，仁兆司法所对辖
区内重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走访。通过
入户走访，可以最真实、更细致地了解
服刑人员的思想、工作等各种情况，并

及时汇总信息，在管理等级和帮扶措施
上及时进行调整，确保在重点人员管理
工作上的每一个环节、每一道防线、每
一个哨位都不缺失。在此基础上，仁兆
司法所将进一步对辖区内所有社区服
刑人员进行走访，保证社区矫正工作不
出现一个差错，不放过一个疑问，不留
下一个漏洞。

“走”出隐患，“访”出规矩

□半岛记者 禚佩佩 见习记者 郭
巧玲 通讯员 王国伟 高建

11月6日上午，青岛啤酒股份有限
公司工作人员将一面绣有“服务企业任
劳任怨，秉公执法行业典范”的锦旗送
到了市市场监管局，对市市场监管局公
平交易局心系企业，秉公执法的行为表
示诚挚感谢。
据了解，两个月前，市市场监管局

接到一起举报，举报人青岛啤酒股份有
限公司称平度市某商家经销的一款青
岛啤酒侵犯其注册商标专用权，要求对
其进行立案查处。市市场监管局接到举
报后，第一时间进行了调查。经调查核
实，当事人经营的上述商品非青岛啤酒
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制作，侵犯了该公司

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事实清楚，证据确
凿，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当事人进行了
行政处罚。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王经
理对市市场监管局积极整治啤酒市场
秩序、维护青啤商标专用权益的执法行
为给予了高度评价。
多年以来，市市场监管局秉承着

“为经济保驾护航 让人民群众受益”
的优良传统，公正执法，对于违法行为
一经发现，严惩不贷，切实维护人民群
众的合法权益，获得众多服务对象的一
致称赞。
下一步，市市场监管局将继续立足

市场监管职能，创新升级监管方式，扩
大监管格局，强化生产、流通领域的商
品监管，抓好消费维权工作，将“维权助
业”的办事理念持续发扬。

平度市市场监管局维权助业获锦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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