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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服务效率、营造良好环境，开发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开发区召开创建省级食品安全城市新闻发布会

全力守卫“舌尖上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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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导读

杨广平在全区上半年重点工作、重点项目现场观摩会上强调

确保各项重点工作保质保量快速推进
开发区讯（高庆贺）7月13日，开发

区召开2019 年上半年重点工作、重点
项目现场观摩会。开发区党工委书
记、管委会主任杨广平主持会议并讲
话，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中央和省委、市委系列部署，聚焦聚力
全面推进九大重点工作，全力以赴抓
推进，务实扎实抓落实，确保圆满完成
年度任务目标，为开发区“争创一流、
走在前列”，决战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打下决定性基础。区领导赵迎
春、孙奇宏、夏庆刚、赵继渠、商同顺、
王兴世参加观摩会。

杨广平在会上指出，重点工作和
重点项目建设是开发区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要抓手，是推进开发区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有力
支撑，涉及经济、民生等各个方面。此
次观摩，全区各项重点工作和项目建
设场面热火朝天，发展态势强劲有力，
呈现出谋划实、结构优、干劲足、拉动
强的特点，营造了干事创业的浓厚氛
围。各相关部门和单位要不断增强责
任感和紧迫感，进一步凝聚奋发有为、
干事创业的决心和信心，高标准、高水
平、高档次，全力以赴推进各项工作开
展。

杨广平强调，在看到成绩的同时
也要认识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
足。下一步，各级各部门抓紧抓实招
商项目的引进、落地和开工建设工作，
要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压茬进行；要
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识，狠抓营商环境，
解放思想、敢于担当、主动作为，破解
项目建设过程中涉及到的瓶颈和问
题，确保重点项目建设保质保量快速
推进；要提高认识，抓好协调联动、做
到分工明确，责任到人，把底子摸清，
把项目吃透，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形成
强大的工作合力；要对照任务清单，按
照时间节点，持续开展督查考核，传导

工作压力，倒逼责任落实；全区上下要

不等不靠，立说立行，攻坚克难，以良

好的工作作风推进各项重点工作稳步

向前，确保开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

会前，与会人员先后实地观摩了

新鹏都城市综合体、中华路北延及财

干路东延项目现场、颐和家园复耕工

作现场、海吉亚医院项目、智能光电信

息产业园、聊城国际金融中心等15个

重点工作和重点建设项目，并听取了

工作进展情况汇报。

不曾忘却的记忆

在张家楼抗日遗址上建起的抗
日纪念馆和纪念碑，就坐落在张家
楼村中偏东侧。纪念馆占地5亩左
右，由5间红瓦正房组成，门匾上书

“抗日遗址纪念馆”。当年，张家楼
村民守土抗战的刀、矛、枪、棍各种
器物和烈士遗物、事迹传记等，都在
馆内陈列。

纪念馆以北30米处是张家楼烈
士陵园，陵园内青松苍翠、白杨参
天，十分庄严肃穆。馆前 30 米外矗
立着一座高 10 米的纪念碑，基部为
双层六级石砌方台，碑座为水泥方
台，碑身呈方柱形，上覆起脊飞檐碑
冠。碑身和碑座四面皆镌有碑文，
镌刻着“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为人
民而死虽死犹荣”等45个遒劲大字。

“1944 年，我们村有 201 户 965
人，土地 4800 亩，是伪二区的大村。
当时，敌人三天两头来催款催粮，村
民们都像在刀尖上过日子。”张家楼
村党支部书记张德旺为笔者讲述了
那段历史。奋起反抗的村民们成立

了钢枪队，与周围村庄建立了民兵

抗日联防，更成为了伪县、区日伪军

的眼中钉、肉中刺。3月31日上午8

时许，3700 余名敌军用重炮轰开了

北门，敌人见人就杀、见房就烧，全

村笼罩在一片血腥中，333名联防队

员和村民被杀害，11 户惨遭灭门。

“倒下去的不论大人还是小孩，很少

是赤手空拳的，身边不是红缨枪、铁

叉，就是铜枪、木棍、菜刀……”直到

那年夏天，村里还是一片废墟，麦田

搁荒。

听闻笔者前来采访，75 岁的张

家楼村村民张先孝骑上自行车就赶

到了抗日纪念馆。他告诉笔者，自

己这些年来一直担任着抗日纪念馆

的义务讲解员。“能给大家讲述先辈

们英勇抗战的历史，我感觉很有意

义。”

张先孝说，自己的名字里有个

“孝”字，是为了纪念在张家楼惨案

中牺牲的爷爷和父亲。张先孝的爷

爷、父亲和年仅 16 岁的叔叔都在惨

案中牺牲了，奶奶每日伤心流泪，哭

瞎了眼睛。在母亲肚子里的张先孝

逃过一劫，成了家里唯一的后人。
受母亲的影响，张先孝从小就

对村民们英勇抗战的历史充满敬
仰，并牢记于心：13岁的少年徐三被
刺刀刀柄抵着逼问民兵的下落。在
敌人的推搡下，小徐三不仅没有后
退，反而移步向前，大声痛斥日伪军
的行径，壮烈牺牲……

在 1959 年的全国民兵大会上，
张家楼村被誉为“英雄村”。1971年
7 月，村里建起了张家楼烈士陵园。
1977 年，张家楼抗日遗址被列为第
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3 年，
开发区投资 500 余万元对张家楼抗
日遗址进行了进一步规划建设。每
年清明时节，张先孝都会为来自全
市机关、企业、学校的瞻仰者们讲述
张家楼村民英勇抗战的历史，让红
色记忆代代相传、绽放光彩。

迈步幸福新时代

每天晚饭过后，张家楼村文化
广场上就逐渐热闹了起来：跳广场
舞的妇女，谈天说地的老人，嬉笑玩
闹的孩子，定格为张家楼村和谐美

好的新生活图景。“村里的环境能变

得这么好，以前真是想都不敢想。”

张先孝说，因为村子面积比较大，这

几年，村里陆续建起了三个小广场，

让村民们的生活更加有滋有味。

“我们村位于广平乡政府驻地

正北3公里，北临茌平县振兴街道。

以前由于地理位置略为偏僻，交通

不便，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脚泥，发

展步伐有些缓慢。现在黑龙江路修

通了，我们去年又建设了6公里生产

路，交通方便了，发展的步伐还会更

快。”张德旺告诉笔者，这几年，村里

打了19眼机井，户户通工程、改厕工

程也都顺利完成了。市里、区里还

计划进一步改造提升抗日纪念馆，

更好地将红色文化发扬光大。

如今，张家楼村人口已经接近

2000 人，约半数村民都选择外出打

工，收入较为可观。张德旺说，村里

计划进一步流转土地，发展集约高

效农业，加快乡村振兴的步伐。这

座在磨难中愈发坚强的村庄，未来

可期！

“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革命先烈们用鲜血换来的！”每逢重要节假日，开发区广平乡北楼小学的孩子们就会步行来到学校
所在地张家楼村的抗日遗址纪念馆，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一双双清澈的眼睛闪烁着崇敬的光芒。

张家楼村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日模范村、鲁西北抗日英雄村。1945年3月31日，震惊鲁西的张家楼惨案在这里发生。如今，
张家楼村里建起了抗日遗址纪念馆、纪念碑。昔日的惨痛历史，激发了乡亲们昂扬的拼搏斗志，在几代人的接续奋斗中，精彩的蝶
变正在这个红色村庄不断上演。

7月11日，开发区召开廉政

教育报告会，邀请中央党校教授

作《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

决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专题

辅导。全区两委成员、县级干

部，各部门、乡镇科级干部及全

体纪检监察干部共500余人参加

报告会。

报告围绕加强党的政治建

设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的战略部署，推动各级党组织和

党员干部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

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破除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三个方面进

行了深入浅出、全面详实的分析

和解读。此次报告理论联系实

际，内容丰富、重点突出，既有理

论高度，又有现实深度，对提高

党员廉洁自律意识、发挥好党员

模范带头作用具有重要指导意

义。

□高庆贺

开发区召开廉政教育专题报告会

开发区讯（王小涵） 7月10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升勤到联系村
北城街道邱张村调研软弱涣散村党组织整顿工作时强调，要进一步解放思
想、学习先进经验、壮大集体经济，努力开创邱张村发展新局面。

座谈会上，刘升勤详细了解了邱张村基础设施建设、党组织建设、集体
经济发展和制约发展的主要问题，对开发区及北城街道在整顿软弱涣散基
层党组织工作中所做的努力表示肯定。刘升勤指出，邱张村党支部要充分
发挥好支部战斗保垒作用，迅速振奋精神，提振信心，切实转变作风，创新工
作思路，带领和团结全村群众共谋发展。村“两委”班子成员要进一步解放
思想，树立发展是第一要务的观念，强化村干部带领全村致富的能力，进一
步增加村集体收入。

刘升勤强调，要加大村干部特别是软弱涣散村村“两委”干部外出学习
培训的力度，通过参观学习先进党支部，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担负
起让村民过上好日子的责任与使命。村“两委”班子要乐于奉献，充分发挥
模范带头作用，在工作上要公平、公正、透明，真正办一些老百姓看得见、摸
得着的实事、好事。村“两委”干部要团结一心，提高工作能力，摸清矛盾和
问题，逐个分析解决。要结合村庄实际，切实发挥好“四议两公开”的作用，
努力实现由“后进”到“先进”的转变，努力开创邱张村发展新局面。

刘升勤来开发区调研

软弱涣散村党组织整顿工作

开发区讯（程崴威）7月12日，市级离退休干部来开发区观摩考察经济社
会发展情况。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杨广平陪同活动。

老领导们先后来到乖宝宠物食品集团智能工厂项目、正信生态农业科
技园，实地了解开发区城市建设、重点项目推进、企业运营等情况，对开发区
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给予充分肯定。一致认为，开发区积极贯彻落实
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民生改善力度不断加大，社会事
业繁荣进步，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将继续发挥余热，积极建言献
策，为开发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杨广平表示，开发区日新月异的发展离不开老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作
为聊城经济发展的前沿阵地、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开发区按照“争创一流，
走在前列”的要求，以产业发展新城、生态宜居新区为目标，以新旧动能转换

“4+1”工程为引领，聚焦聚力9大重点工作，组建16个工作专班强力推进，统
筹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下一步，开发区
将紧扣新发展理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工作落实年”为抓手，以重点突
破带动全面落实，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彰显特色、突出主业、做强优
势，心无旁骛干事业，聚精会神抓落实，奋力谱写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市级离退休干部来开发区观摩考察

开发区讯（高庆贺）今年以来，开发区以“工作落实年”为抓手，以新旧
动能转换重大工程为引领，围绕9大重点工作实行专班推进，不断加快项目
建设落地，强化“双招双引”力度，努力在动能转换上谋求新跨越，重点项目
建设稳步推进，“4+1”工程全面起势，全区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呈
现出质量效益稳步提升的健康发展态势。1-6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完成总产
值140.17亿元，同比增长8.32%，增速列全市第三名；实现固定资产投资44.47
亿元，投资总量居全市第二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完成8.87亿元，完成
年初预算任务的 52.1%。其中，税收收入 7.64 亿元，同比增长 6.7%，占比
85.9%。

重点项目建设方面，今年开发区共筛选确定了60个重点项目，总投资
676.55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72.14亿元。1—6月份，全区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50.66亿元，续建项目复工率96.87%，新建项目开工14个，投资计划率达到
29.43%。今年开发区共11个项目列入市级大项目，其中实施类项目6个，年
度计划投资17.7亿元，1-6月完成投资8.61亿元；预备类项目5个，年度计划
投资15.1亿元，目前正在积极推进中。

开发区：

上半年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7月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
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增强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自觉性和
坚定性》。

文章强调，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崇高政治理想、高尚
政治追求、纯洁政治品质、严明政治纪律。如果马克思主
义政党政治上的先进性丧失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就

无从谈起。这就是我们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
建设的道理所在。党的政治建设是一个永恒课题。要把
准政治方向，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夯实政治根基，涵养政
治生态，防范政治风险，永葆政治本色，提高政治能力，为
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重要保证。

文章指出，党的政治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
果。政治方向是党生存发展第一位的问题， (下转3版）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增强推进党的政治建设增强推进党的政治建设
的 自 觉 性 和 坚 定 性的 自 觉 性 和 坚 定 性

“英雄村”的幸福蜕变
□宋丽文

开发区讯（王海红）在日前召开的全市企业开办专题调度会上，聊城市
行政审批服务局通报了今年1至5月全省企业开办“一窗通”办理情况，全省
191个县(市、区)参与排名，开发区2200户新办企业线上申请率和无纸全程
电子化登记率分别为96.84％和81.67％，全省排名第26名和第14名，全市排
名第1名和第2名，被通报表扬。

今年以来，开发区行政审批服务局按照上级部署，强力推行企业登记网
上注册和全程无纸电子化改革，设立商事登记区、自助服务区，实行营业执
照、印章刻制、银行开户、涉税、社保登记等5个事项“一条龙服务”，开通全程
电子化手机APP网上认证签名系统，帮助企业开办实现“零跑腿”。

“一次办结、让群众满意”是开发区行政审批服务局的服务宗旨，“让信
息跑路，群众少跑腿”是工作的前进方向，该局将不断把深化“一次办好”改
革，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引向纵深，继续推进企业开办“网上办”“就近办”，努
力打造“少高优强”、走在前列的政务服务环境。

开发区：

“网上办”“就近办”落地有声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