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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邹鲁

看庄镇小土豆成就致富大产业
钢山街道加强城市违建治理
近日，邹城钢山街道
“ 唱念做打”相结合，加强城市违
建治理。
街道还采取广播、
微信、入户走访等多种方式，多角度、
全方位、不间断进行违建治理宣传，
“ 唱”好违建治理宣传
戏，
营造浓厚的违建治理工作氛围。把干部群众思想工作贯
穿始终，
“ 念”好干部群众政策经，督促党员干部带头拆违
建。实行班子成员划片 包保和村居属地管理责 任机制，
“ 做”好防违控违责任链。加大日常巡查力度，遏制
“ 新增
违建”。“ 打”好治违拆违组合拳，严把时间节点、法定程
序，
先后拆除和整治存量违建 9 万余平方米，
拆除新增违建
通讯员 张闫垒
1.6 万平方米。

近年来 邹城看庄镇采取多种 措施 不断提高
农户种植土豆的积极性 增加复种指数和农民经 济
收入 小土豆已成为农民增收 致富的大产业
该镇目前土豆种植面 积达
万亩 已有
个村种植土豆 涉及农户
余户 人均土豆收入
元 该镇先后引进山东万恒 果蔬公司和济
达
宁金薯王农产品公司等 农业龙头企业 建设土 豆专
业批发市场和冷藏库 形成了公 司 合 作 社 农 户
的生产销售模式 通过组织现场观 摩 举办专项技

术培训班 典型经验交流会及聘 请专家授课等形
式 对农户进行技术培训 和指导 还举办各种形式
多人及科技示范
的培训班培养农村实 用人才
户
户 注册了 七贤宝 土豆商标和 看庄土豆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通过组织参加农产品展 销会
举办看庄土豆节和构建 销售信息网 等方式 加大对
看庄土豆的推介推广 提升看庄土豆的品牌知 名度
和影响力 图为土豆收获现场
通讯员 王佳眉 周鲁 王琳琳 徐剑锋 摄

邹城叔和医院医共体举行健步行活动
5 月 13 日，邹城市叔和医院医疗共同体健步
行活动在香城镇五宝庵景区举行，
医共体成员单位
干部职工 100 余人参加了活动。
邹城市叔和医院医疗共同体由邹城市中医院
作为龙头单位与香城镇卫生院、香城镇王村卫生
院、
田黄镇卫生院、
张庄镇卫生院、
钢山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共 6 家医疗机构组成。邹城市中医院
在组建医共体中抽调专门人员在第一时间专程上
门与 5 家镇街卫生院进行工作对接，
走访了所有成
员单位，实地了解成员单位现状，广泛听取成员单
位的意见和建议，
磋商医共体管理模式、
工作流程、
运行机制、医保支付和信息系统互联互通等问题。
医共体成员单位召开了专题的研讨会，
讨论研究医
共体协议书、
医共体章程和医共体建设工作实施方
案等相关工作。

邹城市中医院目前已与医共体成员单位实现
了信息平台的互联互通。在医共体成员单位就诊患
者能做到当地开单、当地收费和当地预约，绿色通
道到邹城市中医院检查、住院治疗等诊疗行为。通
过信息化技术实现双向转诊，
达到了医共体内医疗
资源共享。
医共体成立后，
邹城市中医院选派了 5 名业务
骨干挂职副院长分别定点帮扶一家医院，选派 15
名专家到医共体成员单位开展坐诊、查房、培训和
业务指导等工作，促使了县级医院的优质医疗资
源、人才技术和设备等纵向延伸下沉到基层，提升
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和医疗资源效率，
逐步形
成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和上下联动的分
级诊疗制度，让群众就近享受优质医疗服务，确保
区域内就诊率提高到 90%左右。 通讯员 郭凯

月
日 邹城工业园区艾孚特科 技公司举行 素质固
安 工程危化行业事故应急 救援演练 模拟生产过程中泄
漏大量可燃性气体并爆 炸起火 企业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展
通讯员 于亮 欧阳鹏 举 摄
开救援

城前镇整治
“ 小散乱污”企业
近日，邹城城前镇重拳出击，加大力度专项整治
“ 小散
乱污”企业。
该镇组织镇班子成员和全体机关干部，
以管区为单位成
立 8 个工作队，
逐村进行座谈了解，
摸排调查，
并将
“ 小散乱
污”企业作为排查重点，分别建立台账，
就有关手续、
生产规
模和经营现状等情况全部备案。集中组织各管区工作队及机
关干部按照新的
“ 小散乱污”认定标准，对辖区内各类企业
展开拉网式排查，对营业执照及环保手续进行严格认定，
并
向排查出的
“ 小散乱污”企业下达停产整改通知书。对进展
缓慢和整改不力的
“ 小散乱污”企业按要求实施断水、
断电、
清原料、清产品和清设 备，从源 头上杜绝非法 生产。
通讯员 曾翔宇

凤凰山下太极情
近日，
邹城张庄镇联合兖矿太极协会在凤凰山
和辛寺村举行了太极拳表演交流活动，
意在展示太
极拳的魅力，
推进文旅融合，
促进全民健身，
弘扬民
族文化，
丰富民众生活。
该次太极拳表演选在凤凰山大佛前、
辛寺村喷
泉广场和辛寺村禅意文化墙前等进行，
根据不同的
场景，
表演者展现不同的拳法，
或气势磅礴，
或轻灵
圆活。行云流水的身影与禅意浓浓的风景交相呼
应，
俨然一幅气宇轩昂的动态山水画。

据悉，
凤凰山是国家 3A 级景区，环境优美，历
史文化纯厚，
是修养身心的好地方。山下美丽乡村
辛寺村，
禅意浓浓，
环境清幽，
是太极拳爱好者明心
见性的好地方。太极拳是我国优秀的传统体育项
目，凝聚了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表现了我们祖先
追求和平、健康、超然的理想境界，通过太极拳、太
极剑和太极扇表演交流等活动，既传承了国粹，
也
扩大了该镇文化旅游的影响力，
展示了张庄镇的美
通讯员 郑加梅 孙潇 徐亚男
丽风采。

近日 邹城市人民医院在北马 连沟村开展了 义诊惠农
人次 发放药品
服务百姓 健康义诊活动 共义诊服务
余元
通讯员 万发明 陈伟 摄
价值

凫山街道全面开展城乡低保复核

凤凰山大佛前表演太极 剑

辛寺村禅意文化墙前表 演太极扇

近日，
邹城凫山街道以法制化、
规范化和精细化为目标，
集中开展城乡低保全员清理复核活动。
该街道 11 个社区全部召开低保复核工作会议，
针对民主
评议公示后产生的低保户，
由驻社区第一书记带队，
社区
“ 两
委”干部和驻村队员组成工作组，
逐一进行入户调查，
着重把
握核实家庭收入、
民主评议、
张榜公示和低保资格认定等关键
环节，
严格规范相关程序，
确保低保复核真实无误。
（ 通讯员 陆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