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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晴转多云，局部有雷阵雨，西南风2～3级增强至3～4级，雷雨时阵风7～9级，28～37℃ / 6日，多云转阴有雷阵雨，西南风2～3级，雷雨时阵风7～9
级，28～36℃ / 7日，阴转多云，西南风3～4级，30～36℃ /

02—06

淄博8月4日讯 淄博市五
级人大代表“征民意连民心解民
忧 助力品质民生”三年行动自
开展以来，张店区人大常委会高
度重视、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充
分发挥人大代表优势作用，纵深
推进各级人大代表帮村联户工
作迅速升温、全面铺开。张店区
679名各级人大代表共联系帮扶
相对薄弱村（居）86个、困难群众
1744户，聚焦群众需求，实施“组
团式”联系，开展“定制化”帮扶，
赋能高品质民生建设。

聚合力，提效力
实施“组团式”联系帮扶

根据各级人大代表专业特
点和工作性质，按照“选区优先+
就近就便”原则，充分整合代表

资源，科学确定联系帮扶村和困
难群众名单，选派92名市以上人
大代表联系帮扶相对薄弱村，其
中有52名人大代表赴沂源县、博
山区开展跨区县联系帮扶活动。
为凝聚工作合力，以联系帮扶村
所在镇为单位成立跨区县联系
帮扶小组，实施“组团式”联系帮
扶，每组确定一名联络组长，负
责本组内联系帮扶活动的联络
对接、资源协调等。各小组代表
来自不同行业，发挥各自特长，
相互配合，集思广益，共同为联
系帮扶镇村制定适合当地经济
发展的联系帮扶计划。

淄博市人大代表赵洪华小组
为沂源县南鲁山镇龙泉村制定了
以退役士兵为主体的农业合作社
方案，同时结合龙泉村自然资源
优势，借助申报“淄博市市级中小
学研学基地”的良好时机，将龙泉
村设为众华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指
导中心研学项目综合实践基地，
助力打造美丽乡村。

淄博市人大代表林飞小组

结合4个帮扶村需求，协调中国
人行沂源支行与4个联系帮扶村
所在的沂源县张家坡镇人民政
府签订了支持乡村振兴合作协
议，协调了5000万元的央行专项
资金信贷额度，实现了资源共
享、高效帮扶。

应民需，解民忧
提供“定制化”帮扶服务

根据联系帮扶对象特点和
实际，各级人大代表充分利用自
身在资金、产业、项目、市场等方
面的优势，有针对性地开展了党
建共建、项目招引、产业帮扶、健
康义诊、筑路修桥等形式多样的
结对联系帮扶活动，推动“硬件”

“软件”双提升。
硬件方面，淄博市人大代表

段连峰计划出资40余万元为沂
源县石桥镇黄安村修建路基和
香菇大棚；淄博市人大代表于秀
媛捐款13万元帮助沂源县南麻
街道朱家庄村修建村内生产道

路。软件方面，淄博市人大代表
张立新与沂源县石桥镇黑崖村
开展党支部共建，组织14名医护
专家开展“爱心义诊 健康随
行”活动，为300多名村民义诊，
根据检测结果现场诊断分析，给
出科学的治疗方案；淄博市人大
代表张旭本着“授人以鱼不如授
人以渔”的原则，多次与厂家和
药材经销商对接，帮助沂源县燕
崖镇韩山村考察推进中药种植
项目，待进一步论证后将邀请种
植专家进行实地考察。

在这次联系帮扶活动中，代
表们瞄准群众所急、所需、所盼，
努力让联系帮扶工作做到群众
心坎里。截至目前，各级人大代
表计划帮扶的物资、项目等折合
人民币共400余万元。

抓落实，强调度
实行“全流程”跟踪服务

为切实抓好工作落实，进一
步提升联系帮扶效果，张店区人

大常委会统一印制了“人大代表
助力品质民生三年行动工作记
录簿”，发放给辖区内各级人大
代表，便于代表制定三年联系帮
扶计划和年度联系帮扶措施，随
时记录联系帮扶工作进展。同
时定期通过代表小组活动、微信
工作群等开展调度督导，实现

“动态管理、实时掌握”，促进联
系帮扶工作不断提升。对代表
在联系帮扶过程中相对薄弱村、
困难群众所反映的困难问题及
时梳理分析，统一建立问题
台账。

截至目前，共汇总整理问题
建议245条，上报淄博市人大133
条，转交区直部门、镇办办理112
条，在问题解决过程中，张店区
人大常委会全程跟进，及时协调
督促，确保代表反馈的问题能够
得到有效解决，以实际行动助力
高品质民生建设。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任灵芝 通讯员 罗敏
王君璇

679名人大代表组团精准帮扶86个村1744户

十几页合同缩为“一张表”不到20分钟业务完成

淄博市民办理抵押贷款登记更方便了
淄博8月4日讯 “以前办理

抵押光合同书就十几页，还需要
挨张拍照，现在只填一张表就够
了，实在是太方便了。”8月4日，
淄博市沂源县的徐女士用“一张
表”替代“两份合同书”办理了抵
押登记，成为了第一位使用一张
表做业务节省办理时间的体
验者。

徐女士夫妇经营着一家百
货店，因疫情影响，资金链受
损，急需贷款资金周转运营。

徐女士夫妇有一处位于沂源县
某居民小区的房产，登记在徐
女士名下，夫妻俩经过商量，以
该处房产做抵押向沂源博商村
镇银行申请最高额抵押贷款
获准。

8月4日，沂源博商村镇银
行的负责人和徐女士夫妇到沂
源县政务大厅不动产登记窗口
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因为是首
次启用“一张表”做抵押登记业
务，在窗口工作人员的指导下，

徐女士按照双方签订的《最高
额抵押合同》和《个人借款合
同》内容，填写了《主债权合同
及抵押合同表》，工作人员以

“合同表”做受理要件办理了抵
押登记业务。

抵押登记（含首次、转移、变
更）办理业务时，提交内容与抵
押合同、借款合同一致的《主债
权合同及抵押合同表》，是淄博
市为进一步优化抵押权登记，畅
通抵押登记办理渠道，出台的又

一项便民利企举措。
沂源县不动产登记服务中

心自2022年7月12日起，在淄博
市范围内，线上线下同步启用
《主债权合同及抵押合同表》，积
极与沂源博商村镇银行等金融
机构约谈，主动上门服务，就办
理事宜进行了沟通，达成了全面
启用“一张表”即《主债权合同及
抵押合同表》办理抵押登记业务
的共识。

徐女士与沂源博商村镇银

行的最高额抵押登记，启用《主
债权合同及抵押合同表》，从受
理到办结用了不到20分钟。将
十几页的合同浓缩为“一张表”
做业务，节省了合同拍照时间，
为档案资料减了负，更进一步提
升了不动产抵押登记时限，极大
地提升了不动产登记的服务质
量和效率。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徐晓会 通讯员 吴
春梅

今年上半年，淄博交出了一
份成绩过硬的“期中答卷”：4.2%
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仅高于全省
的3.6%，也高于全国的2.5%。

进入下半年，淄博如何继续
“走在前，开新局”？8月3日召开
的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
2022年第三次区县工作点评会
议，对全市下步工作作出部署安
排。面对外部环境各种“超预期
影响”和“非经济扰动”相互叠
加，不确定因素持续增加，压力
之下的淄博，以苦干鏖战，奋战
每一天、打好每一仗的态度换取
日积月累、日新月异，决战决胜，
拼出“胜”的战果，确保完成全年
既定目标，为全省发展多作淄博
贡献。

抓牢最重要的事，才能巩固
“稳”的底盘。现阶段，疫情仍然
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变
量，一稳皆稳、一失皆失。当前

省内有的城市疫情仍然在高位
运行，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压
力仍然很大。唯有思想上更加
重视、常态化防控措施落得更实
在、防控能力进一步提升，才能
把主动权紧紧掌握在手里，从而
巩固“稳”的底盘。

干成最关键的事，才能扩大
“进”的势头。7月15日召开的省
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省委书记李
干杰指出，当前经济形势“既有
喜又有忧”。“喜”的是稳中向好、
进中提质的良好态势得到了保
持，“忧”的是经济运行中还存在
不少困难和问题。对淄博来说，
下半年最关键的事，无疑就是稳
住全年经济基本盘，对准目标、
找准坐标，为扩大“进”的势头布
局谋篇。

做好最紧迫的事，才能拼出
“胜”的战果。稳中求进，发展要
稳，社会也要稳。面对无处不在

的风险，最紧迫的事情，就是守
住“安全生产、耕地保护、防汛救
灾和信访稳定”的底线。杜绝懈
怠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全要素
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地查隐患
防风险抓整改，坚决杜绝重特大
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淄博如何决战三季度、决胜
四季度？

做大做强区县域经济，调高
目标、找准路径、强化支撑，大力
实施“百强争先晋位、百强冲刺
入围”行动，善于树起主导产业
的“旗子”、立起亮点企业项目的

“杆子”、亮出营商环境的“牌
子”，为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提供新动能。

坚定推进新旧动能转换，持
续推深做实“优”“扩”两篇文章，
聚焦产业育新、技术创新、行业
更新，积极引进一批“链主”企
业、龙头项目，加快建设布局一

批基础性、前瞻性、引领性创新
平台，以未来视角、前沿理念超
前布局一批新场景、新业态，确
保取得更大突破。

推动园区建设和“双招双
引”提质升级，实施规划定位、产
业导入、创新能力、产业生态、经
济效益、体制机制“六好园区”创
建行动，精准抓好厚植产业生
态、优化营商环境两个关键，为

“双招双引”提供有力支撑。
全 力 推 进 高 品 质 民 生 建

设，千方百计扩就业稳就业，落
实推进建设高品质民生促进共
同富裕《行动方案》，持之以恒
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走千村
进万户”大走访大排查大提升，
扎实推进乡村振兴，让群众生
活更安心、更舒心、更顺心、更
暖心。

下半年，淄博将坚定不移加
快新旧动能转换、强化高质量

“双招双引”、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推进扩需求与优供给协同
发力。

行而不辍，万里可期。
既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

又要体现创新性、时效性。淄博
将把握好“时、势、事”：紧紧抓住
剩下的5个月工作时间，推动各
项工作落地落实；研判分析宏观
形势、经济走势、未来趋势，持续
巩固向上向好发展态势；着眼于
手头各项工作，目标不变标准不
降，确保完成全年任务。

关键时刻，尽锐出战。
当前，淄博正处于发展最关

键、最吃劲的时期，党员干部唯
有立足自身优势、用好有利条
件，以“时时放心不下”换来“事
事心中有数”，冲到第一线，抓住
重点不放、咬住弱点狠抓落实，
用日拱一卒的坚持，拼出“胜”的
战果。

决战决胜，拼出“胜”的战果
本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