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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度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时间节点公布

公众可多渠道反映相关问题
司法局全体在编在职干警。教育整顿开
展期间，山东省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第二
指导组对青岛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
4月1日下午，平度市召开政法队伍
开展驻点指导。指导组设立公开电话：
教育整顿新闻发布会，
向社会公布全市政
0532-51917700；邮政信箱：山东省青
岛市A035号邮政信箱。受理时间为每天
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开展情况。
平度市委
8：
00~20：
00，日期截止到2021年6月30
常委、
政法委书记、
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日。主要受理反映平度市委政法委、市法
领导小组副组长陈勇，市法院院长阎春
院、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市司法局政法
光，市检察院检察长张连杰以及市政法队
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成员出席，
来自半岛
干警问题的来信来电。其他不属于受理
都市报、
大众网、青岛新闻网以及市融媒
范围的问题，将按规定交由有关部门处
理。
体中心等新闻媒体记者应邀参加。
据介绍，本次平度市政法队伍教育
半岛全媒体记者从发布会了解到，
整顿，突出筑牢政治忠诚、清除害群之
按照上级统一部署，平度市政法队伍教
马、整治顽瘴痼疾、弘扬英模精神“四项
育整顿从2月底开始，到6月底基本结
束，时间为4个月左右，分为学习教育、 任务”
，着力解决政法队伍中存在的政治
查纠整改、总结提升“三个环节”。其中， 不忠诚、执法不公正、司法不廉洁、遇事
学习教育环节自2月底至3月底结束，查
不担当、
作风不过硬等问题，通过打造以
“忠诚、为民、廉洁，公正、依法、有为”为
纠整改环节自4月初至6月上旬结束，总
核心的“平法度·正法为”
特色政法品牌，
结提升环节自6月中旬至6月底结束。此
全面正风肃纪、反腐强警，在思想上、政
次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的对象是平度市委
政法委、
市法院、
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市
治上、组织上、作风上进一步纯洁队伍，
□半岛全媒体记者
通讯员 孙科强

邬明洋
冯超

郭巧玲

水利水产局打出城区排水防涝组合拳
□半岛全媒体记者
通讯员 张亚萍

郭巧玲

近年来，平度市借助道路新建、翻
建工程，对城区排水管网进行了改造，
同时，对主要道路积水点进行了整治，
道路积水情况已有较大改善，但排水
系统对短时强降雨引起的积水疏导能
力仍有不足。
今年，平度市水利水产局未雨绸
缪，积极行动，在汛期来临前全面摸排
城区易积水点，并会同市城乡建设局
对城区易积水点形成原因逐个进行了
分析，提出了管网清淤疏浚、增设雨水
箅子、排水管网升级改造等整治方案。

按照市委、市政府的部署要求，市水利
水产局自3月21日起，联合市农旅投
以及市政部门开展为期近2个月的清
淤疏浚工作。计划对郑州路、
杭州路、
常
州路、苏州路等中心城区主要街道的排
水管渠、雨水箅子进行集中清掏、疏通
和清淤，
通过多种措施，
精准施策，狠抓
落实，打好城区排水防涝组合拳，杜绝
汛期居民出行安全隐患，
破解城市排水
难题，切实改善居民生活环境。
平度市水利水产局呼吁广大市
民 朋 友 ，讲 文 明树新风，不向雨水箅
子 内 清 扫 垃 圾、倾倒油污，确保城区
排 水 管 网 无 杂 物、不堵塞，携 手共建
美好家园。

促进企业转型发展，提升城市品质

凤台街道企业搬迁驶入“快车道”
□半岛全媒体记者
通讯员 宗绪昌

王晓伟
李娟 杨震

今年是平度市发展的“全面突破
年”，更是南部新区实现腾笼换鸟、产
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年，凤台街道
把企业搬迁作为工作重中之重，抓突
破，重实效，取得一季度开门红，完成4
家企业评估、2家企业答疑、1家企业腾
房。
凤台街道紧紧围绕平度市委
“1133”工作体系和“全面突破年”安
排部署，抢抓机遇、凝聚力量，接续攻
坚，高效推动南部新区企业搬迁工作
进入“快车道”。凤台街道主要领导高
度重视，多次召开调度会和现场办公
会，以“凤台速度”快速推进万科未来
城项目和保利项目开发地块的企业搬
迁工作。

面对企业的一时不理解、不支持，
企业搬迁办工作人员与企业法人代表
耐心交流，详细讲解搬迁政策。以诚心
换真心，帮助企业研究实实在在的解
决方案。正是企业搬迁工作人员多元
化的工作方式，最终赢得企业的理解
与支持，使搬迁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在整个企业评估过程中，企业搬
迁办始终坚持“依法依规、公正公平”
原则。通过公开招投标聘请第三方评
估、审计机构对搬迁企业的房产和设
备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出来后马上告
知企业，再根据企业提出的问题进行
答疑，对有疑问或者遗漏的由评估公
司进行解释或者查漏补缺，答疑结束
后双方按照意愿签订搬迁补偿协议。
对有特殊生产经营需求的企业商定合
理的搬迁时间，使整个南部新区的企
业搬迁驶入了精准突破的“快车道”。

打造一支让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
放心的政法铁军。
3月1日，平度市召开全市政法队伍
教育整顿动员部署会，成立由市委书记
任组长，政法委书记、纪委书记、组织部
长任副组长，
市委办、
宣传部、
政法委、法
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等16个单位
领导小组办
主要领导为成员的领导小组，
公室设在市委政法委，
负责教育整顿日常
工作。
印发了
《关于在全市开展政法队伍
教育整顿的实施方案》
，制定了学习教育
环节配档表，
探索建立了督查通报、
周报
告、
月调度等工作机制，确保了全市教育
广泛
整顿工作有序开展。坚持开门整顿，
听取各界代表和人民群众对教育整顿和
政法队伍建设的意见，
接受群众监督。
3月17日，平度市委书记、市政法队
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组长谢兆村以《从
严从实推进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锻造一
的平度政法铁军》
为题，
支
“四个铁一般”
为全市政法干部讲了一堂生动党课。全
市政法干警通过政治轮训、
红色教育、案

例剖析、典型引领等多种形式，接受了一
次精神洗礼，进一步增强了对党忠诚的
政治自觉。目前，学习教育环节基本结
束。下一步，将通过“自查自纠、组织查
处、专项整治”等方式，扎实开展查纠整
改环节各项工作。
平度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领导
小组郑重承诺：
扛牢政治责任，以最坚决
的态度、最严实的作风、最有力的举措，
确保教育整顿各项任务不折不扣地落地
落实。敢于动真碰硬，做到问题不查清不
放过、整改不到位不放过，坚决清除害群
之马，全力整治顽瘴痼疾。坚持群众满
意，以社会公众的认可度、满意度作为评
价标准，从群众最期盼的事情做起，从群
众最不满意的地方改起，努力让人民群
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
义。强化统筹推进，把教育整顿与政法各
项工作相结合，与党史学习教育相结合，
推动更高水平的平安平度、法治平度建
设，为“全面突破年”保驾护航，以优异成
绩迎接建党100周年！

救治培训,保障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安全高效
□半岛全媒体记者
通讯员 张建锐

邬明洋

为妥善做好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
作，
应对疫苗接种后出现不良反应的医
疗救治保障工作，根据上级文件要求，
3月26日，平度市人民医院医疗集团在
门诊5楼学术报告厅举办新冠病毒疫
苗接种疑似异常反应救治培训会。
培训会由平度市人民医院分管院
领导闫忠诚主持，闫忠诚强调：疫苗接
种关乎群众生命健康，是当前疫情防控
的头等大事，各接种门诊要严格做好疫
苗接种工作，牢牢守住安全红线，希望
疫苗接种医务人员认真学习当天的培
训会议，
切实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随后，平度市人民医院医务科主任
荆友斌根据医院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
作方案中的预防接种疑似异常反应救
治流程向参会人员进行详细细致的解
释，以供各医疗集团成员单位进行参考
学习。
平度市人民医院急诊内科主任姚
庆 龙 以《 疑 似 预 防 接 种 异 常 反 应
（AEFI）监测与处理》为题，详细讲述
了什么是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一
般反应的表现及处理原则、异常反应
的表现及处理原则等内容。通过此次
培训，切实提高了医疗机构预防接种
异常反应的处理能力，为平度市新冠
疫苗接种工作安全、高效开展提供了
有力保障。

海信平度产业园临时接种点启用
□半岛全媒体记者
通讯员 房英

邬明洋

目前，适龄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工作已全面开展，
平度市第四人民医院
认真抓好新冠病毒疫苗全民免费接种
组织实施工作，
从环境布局、
功能设置、
安
全保障等方面进行统筹安排，
全力推进新
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的有序开展。
针对南
务工人员多的特点，
该院领
村镇企业多、
导积极部署、
协调沟通，
4月7日下午，
正式
启用专门为海信平度产业园设置的临时
接种点，
确保企业生产经营不受影响。
当天中午，
为确保海信平度产业园
临时接种点工作的顺利开展，平度市卫
生健康局党组书记、局长胡建光专门到
临时接种点进行现场督导，
详细了解了
临时接种点疫苗接种区域设置、
现场医
疗保障救治工作，针对疫苗接种具体工

作现场与第四人民医院主要负责人、党
委政府及海信相关负责人进行了详细
沟通，要求科学有序组织，强化保障能
力，积极宣传引导，以对人民群众生命
健康高度负责的态度，从严从紧从实推
进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加快构建免疫屏
障，保质保量完成目标人群接种任务，
为企业生产经营做好充分保障。
接种现场，医护人员严格执行疫情
防控要求、扫码、测温、信息登记、健康
询问等严格按照疫苗接种的流程规范
操作，企业职工认真签署疫苗接种知情
告知书，接种秩序井然有序，各项安全
措施到位。
据介绍，自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
开展以来，为方便辖区居民接种疫苗，
医护人员加班加点，有序高效地开展新
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确保群众享受到
高效、有序、安全的接种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