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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赵庆川）3月31日，上海沪
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西安建大装配式
钢结构研究院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
在我区联合建立山东沪江智能装配式钢
结构研究院。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会
长郝际平，上海沪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董事长邢刚，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产业集
团总经理刚家斌参加签约仪式。区党工
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王震秀见证签约并
讲话。

王震秀介绍了经开区相关情况，指
出，近年来经开区围绕培植高端装备制

造、新一代信息技术、医养健康等主导产
业，着力推动“产业聚链、龙头兴链、创新
引链、金融活链、数字强链”，取得了较好
成绩。上海沪江与西安建大开展产学研
合作，对壮大经开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具有重要引领作用。
经开区将严格落实属地责任，高举优化营
商环境、建立亲清政商关系的鲜明旗帜，
全方位增加有效制度供给，为双方合作保
驾护航。

邢刚在致辞中指出，沪江建筑是中国
工业及物流领域预制钢结构系统的领先

者，山东沪江智能装配基地投产后将成为
中国新一代自动化、智能化工厂。郝际平
教授是中国钢结构行业的开创者和引领
者之一，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装配式钢结构
研究院技术和落地能力在我国处于领先
地位。沪江将以此次签约为契机，加大与
西安建大深度合作力度，积极承接其领先
的技术及研发成果，充分发挥沪江建筑领
先的智能制造能力，全力推动中国绿色建
筑的普及与发展。

郝际平在致辞中表示，钢结构建筑
是真正的绿色建筑，全面推行钢结构及

预制钢结构建筑体系是未来建筑业的
发展方向。上海沪江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在房屋建筑工程、钢结构工程、绿化
工程、通信工程、建筑防水工程等领域
均有较强实力。德州是一片投资兴业
的沃土，沪江建筑与西安建大在德州联
合建立山东沪江智能装配式钢结构研
究院，必将实现良好发展。我们将积极
发挥人才、技术、资源优势，不断密切产
学研各领域合作，为推动沪江发展、德
州新旧动能转换和产业转型升级发挥
积极作用。

本报讯（赵庆川）3月26日，全区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廉政
教育报告会召开。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区政法队
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宋世忠讲话。区党工委委
员、纪工委书记、监工委主任、区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
副组长田景尧作廉政报告。

宋世忠指出，要扎实建设过硬队伍，做到聚焦政治、业务、
责任、纪律、作风全面过硬。要扎实推进政法工作高质量发
展，充分发挥各单位职能作用，把教育整顿与庆祝建党100周
年、党史学习教育、“六稳”“六保”、常态化疫情防控、全区“五
大突破”等重点工作任务结合起来，为开发区打造“三大高地”
提供坚强政法保障。

田景尧在报告中强调，要强化监管责任，切实把抓早抓
小、防微杜渐要求落到实处。要对腐败问题“零容忍”，彻底整
治顽瘴痼疾。广大政法干警要做到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
筑牢严格公正文明廉洁执法司法的思想根基。

本报讯（赵庆川）按照政法队伍教育
整顿工作部署要求，3月26日，区党工委
书记、管委会主任、区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领导小组组长王震秀为全区政法队伍讲
专题党课。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市政府
副秘书长、区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党组书
记、主任、区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
组长于吉军，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
主任、区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常务
副组长宋世忠，区领导田景尧、王清超在
主会场参加。

王震秀指出，政法队伍是党和人民手
中的“刀把子”，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政法工作和政法队伍建设的重
要指示精神，把开展教育整顿作为推动政
法系统政治建警的铸魂工程、净化政法机
关政治生态的固本工程、促进政法工作高
质量发展的赋能工程，以高度的政治自

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把这一重大政
治任务抓紧抓实抓好。

王震秀指出，近年来，全区广大政法
干警牢记使命、忠诚履职，在平安开发区、
法治开发区建设上作出了重要贡献。但
也要清醒看到，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政法
队伍能力水平还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
全区政法系统要突出抓好筑牢政治忠诚、
清除害群之马、整治顽瘴痼疾、弘扬英模
精神“四项任务”，扎实推进学习教育、查
纠整改、总结提升“三个环节”，紧密结合
党史学习教育，聚焦“五个过硬”要求，扎
实推进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努力打造一支
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的政法铁军。

王震秀要求，要聚焦政治过硬，凝聚
政法姓党的“根和魂”。践行“两个维护”，
提高政治判断力，把牢政治方向。加强理
论武装，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

提高政治领悟力。强化政治担当，提升政
治执行力。要聚焦业务过硬，练就克难攻
坚的“真本领”。增强维护社会稳定的能
力，健全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矛盾调处、
权益保障、心理干预机制，解决好群众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增强防
范化解风险的能力，及时发现、解决各种
风险，把问题解决在基层，解决在内部。
增强深化司法改革的能力，进一步解决好
影响司法质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司法
质量、效率、公信力。

王震秀强调，要聚焦责任过硬，当好
群众利益“守护人”。树牢宗旨观念，深入
挖掘政法干警先进典型，充分展示新时代
政法队伍的风采。坚持群众路线，把“枫
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持续推进基层社
会治理创新，不断提升群众满意度。维护
公平正义，切实防范和解决司法不公问

题，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
身边。要聚焦纪律过硬，树起廉洁自律

“高压线”。筑牢思想堤坝，结合党史学习
教育，夯实忠诚纯洁可靠的思想基础。守
住行动底线，针对“六大顽瘴痼疾”分类整
改，确保问题查清、整改到位、责任落实、
群众满意。从严正风肃纪，对司法腐败零
容忍，加强对执法司法权的监督制约，坚
决清除害群之马。

王震秀强调，要聚焦作风过硬，筑牢
安全发展“防火墙”。弘扬斗争精神，敢于
斗争、善于斗争，做到旗帜鲜明、敢于亮
剑、关键时刻顶得上去。要加强党性修
养，针对作风问题分系统组织开展大排
查、大起底、大整治。要狠抓工作落实，健
全完善任务落实机制，加强督导检查和绩
效考评，坚决贯彻落实好上级决策部署和
工作安排。

本报讯（陈宝滨）3月26日，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
展集体学习，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新中国史、改
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重要论述”，深入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区党工委书
记、管委会主任王震秀，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宋世
忠，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

王震秀指出，百年党史既是一部艰苦奋斗史，也是一部理
论创新史，还是一部自身建设史。各级领导干部要“学史明
理”，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
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的认识。要“学史增信”，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
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不断提
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切实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学史崇德”，聚焦
打好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攻坚战，聚焦解决群众“安居难”“办证
难”“上学难”等问题，深入开展联系群众“大走访”活动。要

“学史力行”，围绕实现“五个新突破”，按照“全市争第一、全省
创一流、全国有位次”的定位，努力把各项工作做细、做实、做
出彩，全力开创“三大高地”建设新局面。

本报讯（赵庆川）3月26日，区办公室（党群工作部）党支
部开展3月份主题党日活动。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王
震秀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所在支部组织生活会，并就“如何做
一名忠诚的好干部”为大家讲党课。区领导任锋参加。

王震秀指出，忠诚首先体现在坚定理想信念上。理想信
念是共产党人的根和魂，要忠诚于党，要忠诚于人民，要忠诚
于事业。要绝对服从组织安排，正确对待自己的进退留转，在
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创造更加无愧于党、人民和事业的业绩。

王震秀强调，忠诚要体现在具体行动上，高标准、高质量、
高效率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要高质量抓好工作落实，每项工
作、每个环节都要对表对标相关要求，做到精益求精、善作善
成，确保工作成效让上级和群众满意；要切实提高工作效率，
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能办的马上办，不能马上办的限时办，
不留尾巴、不存隐患，又好又快地履行好肩负的职责。

王震秀强调，忠诚要体现在修为上。要正确处理好“大
我”和“小我”之间的关系，把自我发展的“小我”融入事业发展
和人民利益的“大我”之中，在“大我”的奉献中实现“小我”；要
坚守原则，正确处理好公与私、是与非的关系。

德石股份——

大功率螺杆钻具
助油田提速提效

3月31日，德州联合石油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工人在车间内生产螺杆钻具产品。3 月份
以来，该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大功率螺杆钻
具助力中石油川庆 70227 队刷新高磨区块三
开井眼最快钻井周期纪录，创今年高磨区块勘
探开发提速提效的“开门红”；助力西南石油
50101井刷新永川区块二开日进尺最高、二开
平均机械钻速最高、二开钻趟次数最少、二开
施工周期最短 4 项记录，得到客户的高度认
可。据悉，德石股份主要提供高端石油钻井、
采油工具，石油装备及工程技术服务，产品覆
盖国内各大油田，并远销多个国家和地区。

记者 路龙帅 通讯员 宋娟 摄

区党工委理论学习
中心组集体学习
王震秀宋世忠参加

王震秀为全区政法队伍讲专题党课 于吉军宋世忠参加

不断提升司法质量效率公信力

我区部署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 王震秀宋世忠出席动员会

注重统筹兼顾 平稳有序推进
本报讯（赵庆川）3月27日，全区村

（社区）“两委”换届工作动员部署暨骨干
培训会议召开，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市委
工作要求，安排部署全区新一届村（社区）

“两委”换届工作。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
主任王震秀讲话。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
会副主任宋世忠主持会议。区领导任锋、
田景尧、王清超出席。

会议指出，这次村（社区）“两委”换届
是在全面开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
建党100周年的特殊时间节点的一次关
键换届。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做好
这次换届工作是践行“两个维护”的内在
要求，是夯实党在城乡基层执政根基的迫
切需要，是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水平的重要契机，是各级党委政府
增强执政能力的现实检验，切实增强做好
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的使命感责任
感，以从严从实的作风和高度负责的态度
高标准、高质量推进换届工作。

会议强调，要坚持系统观念，抓住关
键重点，注重统筹兼顾，平稳有序推进换
届工作，真正选好“领头雁”、配好“贴心
人”。要坚持正确、鲜明的用人导向，重点
把好政治、为民、实干、公正、本领“五道
关”。要依法依规操作，打好提前量，盯住
关键点，增强透明度，确保法律法规不变
通、政策执行不走样、程序环节不出错。
要从严正风肃纪，加强换届纪律宣传，将
明纪警示谈话贯穿全过程，全程严格监

督，建立联查联办、快查快结、失实检举控
告澄清工作机制，严肃处理恶意举报和诬
告陷害行为。要加强风险防控，集中开展
换届风险大摸排，建立信访部门、换届办
联合接访机制，严格落实选举会场等方面
的疫情防控要求。

会议强调，要强化组织领导，坚持和
加强党对换届工作的全面领导，精心组
织、周密部署、扎实推进，确保换届工作圆
满成功。要扛牢政治责任，区、镇（街道）
两级党委要落实主体责任，实行区领导班
子联系镇街、包保村（社区）制度，党（工）
委书记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扑
下身子、靠在一线。要建立上下联动、各
负其责、环环相扣的责任体系，形成党委

领导、部门协作、工作联动、程序联接的运
行机制，凝聚形成强大合力。要严格督导
考核，区换届办督导组要深入基层一线驻
村驻点督导，镇街党（工）委要跟进了解、
随时掌握换届工作进度、措施、效果和问
题，区党工委将强化换届工作结果运用，
与工作考核、干部任用等结合起来。要以
高度负责的精神、强烈的责任担当，确保
高质量完成全区换届工作，以优异成绩庆
祝建党100周年！

在骨干培训阶段，区党工委管委会办
公室（党群工作部）组织员办公室、发展服
务中心民政和退役军人事业发展部相关
负责同志就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作
了辅导报告。

沪江建筑与西安建大签约合作 王震秀出席仪式

智能装配式钢结构研究院落户我区

区政法队伍廉政教育报告会举行

抓早抓小防微杜渐
彻底整治顽瘴痼疾
宋世忠参加

王震秀参加所在支部组织生活会

专题党课讲忠诚

本报讯（李琳）目前，德州市正有序开展新冠疫苗接种工
作，原则上实行集体预约接种，可向所在社区、单位积极报名预
约，预约成功后，由辖区卫生健康部门统一安排。

我区公布5个疫苗接种点，市民可前往接种。

我区公布5个
新冠疫苗接种点

接种门诊名称

市人民医院开发区分院

市中医院东院区

市优抚医院

宋官屯卫生院

袁桥卫生院

地址

晶华大道 888号

天衢东路1165号

新河东路
社会福利中心院内

晶华大道 902号

三八东路北50米

电话

5089967

7905042

18953436369

7058836

2767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