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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世涛袁男袁中共党员袁县招商服务中心
派驻辛集镇张家屯村第一书记遥
驻村以来袁 围绕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目标

任务袁扎实开展各项任职工作遥 争取派驻单位
支持 5万元袁 实施了村级组织场所和新时代
文明时间广场提升工程袁发展预备党员 1名袁
培养入党积极分子 2名遥 坚持产业带动袁引进
黄桃种植项目 100余亩遥 聚焦民生民意袁连续
两年开展野好婆婆尧好媳妇冶评选活动袁邀请庄
户剧团尧电影放映队到村开展文艺活动袁进一
步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遥 协调争取各类
资金 60余万元袁实施了村内野户户通冶8000平
方米尧硬化道路 240米尧清挖排水沟 1800米尧
改厕 40余户尧栽植绿化苗木 400 余株袁东岭
大口清淤加固等项目袁 极大方便了村民的生
产生活遥

马煜明袁男袁中共党员袁县政协办公室派
驻苏村镇联营村第一书记遥

驻村以来袁发展预备党员 4名袁培养入
党积极分子 4名遥 整合扶贫资金 600万元与
沂南县超和畜禽养殖有限公司建设占地 35
亩生态养殖基地袁总投入资金 1200万元袁年
总收入 500万元袁其中扶贫收益 48万元袁覆
盖贫困户 960人袁人均增收 500元遥 开展孝
心养老和野好婆婆冶尧野好儿媳冶等推荐评选和
学习宣传活动遥 争取派驻单位支持 5万元袁
为村幸福院铺设地面 400平方米袁装修活动
室 1间遥 整理提升村办公院落袁绿化亮化办
公场所袁 完善疏通村干道两侧排水沟道袁村
内中心街硬化 2000平方米袁 新修道路 600
米袁修复道路 2.8公里,新设 400千瓦变压器
一台袁线路改造 2000米袁电线杆 25根遥

王加为，男袁中共党员袁县统战事务服务
中心派驻依汶镇冯家村第一书记遥

2018年 2月派驻到依汶镇隋家店村担任
第一书记以来袁 围绕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工作
任务袁发展预备党员 2名袁培养入党积极分子
9名袁培养后备干部 1名遥 协调申请各类资金
350万元袁落地项目 8个袁实现村集体增收 20
多万元遥 2019年 5月新派到依汶镇冯家村任
软弱涣散党组织村第一书记袁发展预备党员 1
名袁培养入党积极分子 2名袁为村快速发展提
供有力党组织保障遥 通过发包扶贫加工点袁村
集体增收 3万元袁通过清产核资袁实现村集体
增收 2万元遥 目前在村中心建设 400平方米
文体广场一处并投入使用袁丰富了群众生活曰
正在对到期的蔬菜批发市场进行重新发包袁
将为该村带来 12万元收入遥

王式龙，男袁中共党员袁省农业农村厅派驻蒲汪
镇大王庄村党组织书记遥

驻村以来袁通过抓实党组织建设袁建立村党支
部工作微信群袁编印了野党员学习快讯冶,凝聚党员
干部战斗力遥利用高效特色农业项目资金 50万元袁
总投资 300余万元建设连栋温室 1800余平方米遥
利用专项扶贫资金 60余万元袁建设温室大棚 4700
余平方米袁用于草莓种植遥加快贫困户脱贫工作袁利
用志华集团蔬菜园区尧于家官庄冷库建设尧盛久生
物科技等项目袁共计为贫困户收益分红 20余万元袁
受益群众 112户袁284人遥 争取资金 70万元袁为村
主路铺设沥青路面 2000米遥 争取野一事一议冶资金
25万元袁修建排水渠 1000余米遥 争取住建局美丽
乡村建设资金 85万元袁 完成户户通街巷铺设水泥
路 11000余平方米袁改善了群众的生产生活状况遥

王西建袁男袁中共党员袁县广电台派驻铜井
镇杜山村第一书记遥
驻村以来,培养入党积极分子 8人,转正党

员 1人遥 投入异地搬迁补助资金 207.7万元袁
建设 1700平方米的杜山村便民服务中心遥 利
用县财政野一事一议冶项目资金 15万元袁对老
年房区域进行美化提升遥 争取派出单位支持 4
万余元袁安装了路灯 15盏遥招商引资帮助客商
流转本村土地近 300亩袁 用于种植高斑芒尧映
山红等特色种植项目遥 开展富民生产贷袁协助
企业贷款 1240万元袁用于帮助村里 62户建档
立卡贫困户每户增收 3509元遥 对村增减挂新
增土地进行短期竞标承包袁为村集体增收 2万
余元遥 对村扶贫加工点重新对外承包经营袁每
年收入承包费 4万元遥对村 3座高效蔬菜大棚
对外承包经营袁每年为村集体增收 4万元遥

王伟业袁男袁中共党员袁市教育局派驻铜井镇金
城村副书记遥
驻村以来袁 共争取项目资金及社会各界捐款捐

物共计 367万元遥 加强基层阵地建设袁投入资金 100
万元新建党群服务中心一处遥 发展预备党员 1人袁培
养入党积极分子 4人袁后备干部 1人遥 利用第一书记
发展产业项目专项经费 30余万元袁流转土地 28亩袁
建成一处猕猴桃种植示范园袁村集体增收 5万余元遥
协调资金 30万元袁投资光伏发电项目袁每年可为村
集体带来 4.2万元收入遥将中央壮大村集体经济专项
资 50万元捆绑到沂蒙泉乡田园综合体项目袁每年可
为村集体增收 4万元遥 开展清产核资袁收取到期果园
承包费尧 废弃石塘承包费 1.4万余元遥 投入 42万余
元袁 硬化村内道路 4600平米袁 安装太阳能路灯 30
盏袁极大方便群众的出行遥

王常亮,男袁中共党员袁县信访局派驻
铜井镇朝阳村第一书记遥

驻村以来袁以野抓党建尧促脱贫尧抓民
生尧促发展冶为目标袁发展预备党员 1 名遥
协调中央预算内资金 153万元袁新建 3个
高标准养鸡大棚袁帮助周边 7个村贫困户
脱贫增收袁村集体增收 5.3万元遥协调资金
50余万元袁新建大朝阳村扶贫加工车间一
处袁安置 60 余人就业袁人均工资 3000 元
以上袁村集体新增收入 3万元遥 协调争取
省供销联社尧 县委组织部等投入资金 110
万元袁新建 770平方米综合服务中心遥 争
取野一事一议冶资金 40余万元袁实施朝阳
湖整治袁修建环湖路袁增设廊亭 2处袁安装
路灯 17盏袁新建乡村大舞台尧文化活动广
场袁村容村貌得到大幅提升遥

王丽丽袁女袁中共党员袁县供销联社派驻
辛集镇郑满园村第一书记遥
驻村以来袁积极入户走访调研袁加强基层

支部建设袁 落实各项惠民实事遥 以党建为统
领袁围绕提升村基层党组战斗力袁强化阵地建
设袁先后两次对村办公室进行了改造提升袁党
群服务中心面貌焕然一新遥 实施乡村美化绿
化亮化工程袁新建文体广场 1处袁打造党建一
条街袁 在村主干道安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标牌尧新时代文明实践标识牌 13处袁街道两
侧种植绿化苗木 1.8万株袁 安装路灯 30 余
盏遥 打通了郑家营和满店子两自然村的连心
路袁硬化路面 800平方米遥开展大田地排水沟
清挖工作袁 共清理清挖淤堵物尧 大田排水沟
2600余米袁保障了村民的收入和财产安全遥

尹迎东袁男袁中共党员袁县委老干部局派驻
孙祖镇新家庄子村第一书记遥
驻村以来袁坚持抓党建促脱贫目标任务袁谋

求发展合力遥注重培养基层干部后备力量袁发展
入党积极分子 5人袁组织党员外出学习 2次遥争
取上级扶持资金袁 协调县水利局完成自来水管
道更换 2.6万米袁解决了村民吃水难的问题遥 投
入 2万元袁粉刷墙壁 400平方米尧更换党员活动
室桌椅 75套遥 投入 2万元袁修建 260平米文化
广场一处袁 并从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协调健身器
材一套遥 争取户户通政策袁硬化路面 2.6万平方
米遥规范梳理到期矿山和荒山承包袁增加村年集
体收入 5万元遥 联合沂南县腌渍协会带动村民
种植芥菜袁 并订立保护价收购袁 实现每亩增收
1500元遥协调县公路局袁修建泉重路两侧排水沟
渠 300余米袁解决路面排水问题遥

朱萌萌袁男袁中共党员袁县总工会派驻苏村
镇张良村第一书记遥
驻村以来袁 协调环保资金 28万元对村主

干道排水沟进行清理尧石砌排水沟 1700余米遥
争取派出单位资金支持和第一书记经费共投
入资金 20万元对村委办公室进行扩建袁 新增
办公面积 300平方米遥 利用野一事一议冶项目资
金 5万元尧第一书记筹资 15万元袁村集体自筹
资金 2万元袁安装太阳能路灯 80盏遥 建设村图
书室一处袁协调沂南二小捐赠电脑 6台袁图书
1200余册袁书架 2组遥建设健身小广场一处袁从
县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协调健身器材 1组 9件遥
对全村 27户 70岁以上老党员和 19户建档立
卡的贫困户进行了多次慰问尧走访袁累计发放
生活物资折合 1.2万余元遥发展预备党员 3名袁
培养入党积极分子 4名遥

刘洋,男袁中共党员袁县纪委监委派驻马牧池乡
崔家庄村第一书记遥

驻村以来袁强化基层党建袁当好凝心聚力野带
头人冶袁争取派出单位支持袁协调争取资金 50万元
打造了 310平方米的党群服务中心遥 协调土地整
理项目资金 36万元袁修建了 1300余米的生产路袁
改善交通道路条件遥 协调片区提升资金 50万元袁
对音乐广场和休闲文化广场进行提升袁 为村庄增
青添色遥 协调水利资金 10余万元袁发展灌溉工程袁
有效解决村内 800亩土地的灌溉问题遥投入资金 8
万元袁安装路灯 53盏袁村庄人居环境明显改善遥 协
调扶贫资金 50万元建设了高效冬暖式温室大棚 2
座袁惠及贫困户 56户袁每户分配约 190余元袁年可
增加村集体收入 2.8万元遥配合乡党委引进盛世庄
园完成 1000亩的土地流转袁投资 1500万元袁完成
39个有机果蔬大棚尧月亮湾水上乐园建设袁栽植不
老莓尧巨峰葡萄红叶桃等水果 200余亩遥

刘本国袁男袁中共党员袁县畜牧发展促进中
心派驻铜井镇灵山村副书记遥

驻村以来袁转正党员 2名袁培养入党积极
分子 8名遥 争取扶贫专项资金尧县委组织部和
派出单位支持共投入资金 80余万元袁 建设
700平方的综合服务中心 1处遥争取上级扶贫
资金 103.3万元袁 建成高温蔬菜种植大棚 3
个袁所获收益 6万元全部用于贫困户分红遥 利
用野一事一议冶资金 25 万元袁为村内架设 132
盏路灯遥 利用省派第一书记的 5万元绿化资
金和驻村工作队的 5万元资金袁 对村内的小
水塘进行治理和绿化遥 争取县人武部帮扶资
金 10万元袁对村卫生室医疗设施进行改造提
升遥 协调济宁学院和派出单位县畜牧局 10万
余元资金袁建设党员活动室遥 发展蜜桃种植产
业袁在薛家庄流转土地 320亩袁新建蜜桃市场
交易中心 1处遥

刘丛袁男袁中共党员袁省委党校派驻岸堤镇柳行
岔村第一书记遥

驻村以来袁以野抓党建促脱贫攻坚尧促乡村振
兴冶为抓手袁牢记第一书记职责和使命袁扎实开展
野三会一课冶袁激励广大党员坚定初心和使命袁发挥
先锋模范带头作用遥 利用政策资金袁在村内主要道
路上加装太阳能路灯 130盏遥修建村内野户户通冶道
路 3600平方米袁切实解决村民出行难问题遥 在六.
一儿童节袁为本村的幼儿园和小学的学生送上了书
包及文具遥组织开展野好媳妇冶野好婆婆冶野最美庭院冶
野优秀广场舞带头人冶评选活动袁提高村民建设美好
家园的积极性遥 与县文化和旅游局对接袁在第一书
记帮扶村播放以廉政教育尧科教宣讲尧新农村建设
等题材的公益电影袁向群众普及相关知识遥

刘西波袁男袁中共党员袁县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派驻孙祖镇书堂村第一书记遥

驻村以来袁 利用第一书记帮包企业伯
成石业捐助资金 5万元袁为书堂村兴建 6处
塘坝尧桥涵尧挡水墙等小型水利设施遥争取市
级 2018年-2019年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和
土地整理资金 170万元袁对村东山西山 5公
里环山路进行硬化遥 争取各类资金 126.5万
元袁新修生产路 852 米袁建成莲藕池 75个袁
种植南斯拉夫雪莲藕袁预计收入 52.5万元遥
流转土地 20亩袁 协调争取资金 79.4万元袁
新建薄膜连动温室大棚 1 个袁 建筑面积
13400平方米遥 投资 140万元袁其中民政资
金 30万元袁村集体自筹 110万元袁建设房屋
18间袁建设具有养老床位 36个的代庄社区
养老中心遥 吸引投资 4000万元新建孟良家
园主体酒店项目袁带动周边红色旅游发展遥

刘晓东袁男袁中共党员袁县委编委办公
室派驻蒲汪镇下坡村副书记遥
驻村以来袁争取野一事一议冶奖补资金

20余万元袁 设计修建一座 6米宽的三孔
桥袁便于村民出行遥同时袁申请环保整治资
金 28万袁实施河道清理袁提升河道功能遥
为方便村民出行袁争取美丽乡村建设资金
70余万元袁硬化村内野户户通冶道路 7000
余平米袁修建水渠 1000余米遥利用各类资
金 200万元袁新建冬暖式大棚 8个尧高标
准大拱棚 2个袁 逐步扩大果蔬种植面积遥
同时袁 积极争取乡镇投入资金 200万元袁
在村里现有恒温库的基础上袁 新建一处
1000平方米的果蔬加工车间袁 逐步建立
起果蔬种植袁农产品加工尧仓储袁农业观光
旅游为一体的现代农业体系遥

李玲袁男袁中共党员袁山东省电信公司派
驻铜井镇黄元村第一书记遥

结合村里的优势袁为争创省级野美丽乡
村冶袁围绕村综合服务中心建设村史馆尧文化
广场遥 与山东农业大学合作建立山东农业
大学教学实践与科研基地遥 立足黄元村区
位优势建立工贸旅游区袁 以仓储物流尧民
宿尧鲁 绣尧博物馆尧产业协会等袁巩固脱贫成
果遥 为村里的老百姓和田地解决了吃水难
问题袁铺设管道袁一星期内袁让村民吃上了干
净清洁的自来水曰同时改变了当地没水浇地
的困境袁使 1000多亩土地袁从此有了水源的
保障袁摇身变良田遥投资 5000万元的数字物
流电商云仓项目已经立项完成袁现已开工建
设遥

李兴部袁男袁中共党员袁县交运局派驻湖头
镇姜家庄村第一书记遥
驻村以来袁协调资金 2万余元对村办公场

所进行整修尧粉刷袁购买会议桌椅袁设立党员
活动室遥 发展生姜种植 300余亩袁 芋头种植
200余亩袁形成了富有当地特色的农业种植之
路袁为当地群众脱贫致富打下良好基础遥 完成
农村厕所改造 130户遥协调资金 60余万元袁建
设户户通工程 5300平方米袁修建排水沟 1375
米袁修建 850平方米文化广场一处袁安装路灯
45盏袁极大地改善了村民生产生活条件遥联系
山东飞腾科技公司和临沂鑫泰广告公司为姜
家庄联小捐赠课桌板凳 140套袁极大地改善了
学校的办学条件袁为一至六年级的 360名学生
创造了良好的学习环境遥

杨延芳袁女袁中共党员袁县发改局派驻张庄镇
北唐山子村副书记遥
驻村以来袁紧紧围绕野抓党建促脱贫攻坚尧促

乡村振兴冶目标任务袁带领村民前往依汶等镇学
习野双美冶创建经验袁创建过程中党员家庭亮明身
份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袁张庄镇党委政府对做法
予以推广遥积极争取县水利局尧县国土局尧县卫健
局等部门帮助支持投入 50万元袁 实施农村饮水
安全工程袁并解决后期维修尧水费缴纳等群众饮
水野最后一公里冶问题遥 协调投入 43.7万元袁建设
村内户户通水泥硬化道路 7411平方米遥 协调联
系县卫健局尧张庄镇卫生院的大力支持袁设立村
卫生室 1处袁投入 1.5万元购买了计算机尧办公设
备袁解决群众就医用药困难的问题遥

杨华东袁男袁中共党员袁省农业农村厅派驻
湖头镇兴源村第一书记遥
驻村以来袁立足任职村实际袁紧紧围绕野抓

党建促脱贫攻坚尧促乡村振兴冶目标任务袁培养
党员积极分子 1人尧致富带头人 1人遥 利用野第
一书记冶资金 70万袁规划对任职村内 2公里主
干道, 进行升级改造遥 争取了水利局支持资金
2.3万元袁 对任职村常年淤积的村内汪塘进行
了清淤尧改造遥 实施亮化工程袁预算投资 5万
元袁为曹家宅子安装新式太阳能路灯 25盏遥 预
算资金 46.8 万元袁修建村内排水渠道 1200米袁
使村内污水得到彻底治理遥 村庄整体绿化尧美
化袁预算资金 19.2万元袁对主干道实施统一绿
化袁小街巷统一标准袁集体与住户结合配齐苗
木袁墙体美化遥

肖永政袁男袁中共党员袁县直机关工委派
驻辛集镇李家屯村第一书记遥

驻村以来袁团结带领任职村野两委冶干部
主动作为尧真抓实干袁先后实施了村委办公室
新建尧野幸福院冶 筹建尧2000平方米道路硬化尧
汪塘清淤加固尧700米沟渠建设等项目遥 2019
年 4月袁 主动请缨到软弱涣散村李家屯村任
职袁积极开展工作调研袁狠抓党员学习教育工
作遥 发展预备党员 1名袁培养入党积极分子 3
名遥协调资金 4万余元袁实施了村级组织场所
综合提升工程袁 彻底改变了年年粉刷年年陈
旧的状况遥 扎实开展了野好媳妇尧好婆婆冶野美
在农家冶评选等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袁弘扬文
明新风遥积极引导村民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袁
发展广场舞队伍 4支袁健步走队伍 1支袁丰富
了群众精神生活遥

宋夕超袁男袁中共党员袁市中小企业发
展服务中心派驻大庄镇前交良村副书记遥
驻村以来袁新发展党员 3名袁累计协调

争取各类资金 100 余万元用于民生建设 ,
建成了 200平米的村级服务场所袁 新建健
身广场一处尧整治村内汪塘两处尧修建桥涵
一处袁 并对村内街道进行了系统清理和局
部拓宽曰实施了村内道路亮化工程袁安装太
阳能节能路灯 35盏曰实施村庄电力提升改
造袁增设 200KVA变压器 3台尧改造高压线
路 2公里尧低压线路 5公里袁缓解了村内用
电紧张遥 开展土地流转土地 50亩袁村集体
通过土地流转管理和整治年均可增收
5000元以上遥 协调争取资金 42万元袁租用
7户村民屋顶袁 建设 700平方米户用光伏
项目遥制定旧村改造计划袁安置 66户袁造地
34亩袁村集体增收 30万元遥

张乃斌袁男袁中共党员袁县体育事业发
展中心派驻双堠镇黑山安村副书记遥

黑山安由 28个自然村组成袁该同志为
了尽快掌握村情尧民情袁一直吃住在村里袁
一辆摩托车成了他走村转巷好帮手遥 为把
黑山安樱桃做大做好袁 建设樱桃市场并不
断完善配套服务设施袁 在樱桃上市前增添
500套樱桃展销柜台遥 协调资金 120多万
元袁改善群众的生产尧生活条件遥 对黑山安
19道河坝进行了修复袁 打井 21 眼袁 解决
600余户尧2000余人的饮水问题遥 争取资金
40万元新建村级卫生室 300平方米遥 争取
5万元绿化资金袁对村办公室尧河道沿岸进
行绿化尧美化遥 拓宽黑山安大组到小安子连
心路袁 争取资金 50万购买 350盏路灯袁解
决了多年来村民出行难问题遥

张友鹏袁男袁中共党员袁省委党校派驻岸
堤镇杏山子村第一书记遥
驻村以来袁充分利用派驻单位支持力量袁

积极协调各方资源袁 鼓励干部群众走出去看
典型尧找差距尧定目标遥 已先后组织村野两委冶
成员及群众代表赴济南参加特色农产品对接
会尧 赴诸城学习特色种植及村集体收入增收
先进经验袁并注重对学习内容的消化吸收遥协
调各方力量为野三留守冶等特殊群体提供帮扶
举措袁免费为村内留守儿童提供学习用品袁为
建国前老党员尧 困难党员免费发放防暑降温
用品袁为适龄妇女免费提供大病商业保险袁并
为 70岁及以上慢性病患者组织义诊并争取
免费常用药遥 努力将党委政府对特殊群体的
关怀体现在工作细节中袁真正落到实处遥

张茂斌袁男袁中共党员袁省总工会派驻蒲汪
镇拐头后村党组织书记遥

驻村以来袁坚持把建强村野两委冶班子袁夯实
村级组织作为硬任务硬指标袁 发展正式党员 2
名袁培养积极分子 11名袁发展预备党员 2名遥投
资 0.4万元提升了村委党员活动室和党史教育
走廊遥 先后投入资金 260万元袁购买 11台绣花
机器袁每年可为村集体带来约 20万元的稳定收
入遥 协调资金 90万元袁协调水泥 300吨新修水
泥路两条 1500米袁改造提升原有沥青路面 7000
平方米曰协调资金 15万元更换社区太阳能路灯
86盏遥 免费为村 260名 60岁以上老人交纳野银
龄安康冶保险遥 协调筹措物品 4万余元袁走访慰
问困难党员及群众 100余人曰组织 22名农民工
子女到北京参加野感恩祖国袁拥抱北京冶夏令营
活动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遥

陈韦向袁男袁中共党员袁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派驻双堠镇小埠村副书记遥

对村委办公室进行了整修提升袁墙
壁粉刷屋顶换新袁新购买办公桌椅袁安装
了空调遥 多方协调取 34万元资金袁协调
争取增加变压器一台袁 电压线路 3.8公
里袁高压电线 3公里袁解决了桃花峪大组
多年来的供电不足问题遥 利用第一书记
专项资金袁 先后对村里安装了太阳能路
灯 50盏袁新修水泥路 12里袁铺设了自来
水管道 1000米袁 对文化广场进行扩建遥
在贫困户帮扶中袁 开展帮扶尧 慰问等活
动袁为贫困户送去大米尧面粉尧茶叶等生
活必需品袁切实帮助和解决他们在生产尧
生活中的实际困难遥

林琳袁女袁中共党员袁天元集团派驻大庄镇沟
崖村副书记遥
驻村以来袁 把抓班子带队伍作为首要任务袁发

展预备党员 4名袁培养入党积极分子 4名尧后备干
部 4名遥 争取天元集团捐款 10万元袁并多方筹资
资金 100余万元新建便民服务中心一处袁同时袁新
建文化广场 1200平米袁 提高了便民服务能力遥 利
用工作经费 10万元袁硬化户户通道路 3000余平方
米曰争取扶贫资金 5万元袁安装太阳能路灯 60余
盏遥 邀请山东鲁南眼科医院开展义诊活动袁为 130
余名村民进行眼科疾病筛查袁25名村民免费实施
白内障复明手术遥 争取资金 33.2万元安装了 62.7
千瓦的户用太阳能光伏袁 实现村集体年收入 4万
余元袁7户村民每户年增收 800元遥协调资金 85万
元建设 1300平米的就业加工车间一处袁 通过租赁
方式增加村集体收入遥

国法明袁男袁中共党员袁县检验检测中心派驻
开发区大埠子村副书记遥
驻村以来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入手袁出资 8

万元在小埠子村和埠子顶村建设党员活动室 6
间 150平米袁全面提升了大埠子村的党建工作水
平遥 出资 5万元更换了新的供水设备袁维修供水
管道袁更换水表 97块袁维修管道 1100米袁保证了
村民用水安全遥对到期的 30亩承包地尧15亩河滩
地尧3个汪塘也进行了承包袁 现场签订承包合同袁
增加集体收入 28万元遥争取资金 36.9万元袁自筹
配套资金 10万元袁 铺设完成连接该村通向外界
的 900米的主路遥 投资 1.6万元在大埠子村安装
了 15处监控设施袁全力打造立体安全防范体系遥
开展了评选野好媳妇冶6人尧野好婆婆冶6人袁形成了
子女孝老尧社会敬老的良好风尚遥

庞高峰袁男袁中共党员袁市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派驻砖埠镇南薛庄第一书记遥
驻村以来袁发展预备党员 2名袁培养入

党积极分子 2名尧后备干部 5名遥 协调资金
10万元袁改造了村级活动场所遥 先后争取资
金 200万元袁 硬化一条宽 4米长 1公里的
野村村通冶道路曰硬化村内道路 3000余平方
米曰安装太阳能路灯 60盏曰改厕 114 套曰村
西重建桥梁一处曰建设文化广场两处曰新建
排水沟 170米曰 安装 200千瓦变压器一台遥
投资 8万元袁对村幼儿园进行提升改造遥 成
立南薛庄村股份制经济合作社袁通过合作社
筹集资金 60万元袁 安装太阳能光伏发电项
目袁为村集体增收 8万遥 投入中央扶贫资金
50万元袁建设加工车间一处袁建筑面积 900
余平方米袁实现村集体年收入 5万元遥

郑志远袁男袁中共党员袁市城市管理局派
驻青驼镇芦山西头村第一书记遥

驻村以来袁从野水尧电尧路尧厕尧绿化尧亮
化尧通讯尧治安冶八件事入手进行改造袁投资
近 40万元在山腰打深水井一个袁 解决群众
饮用水问题遥 协调资金 50余万元改造高压
线路袁新装变压器 1台遥 利用省市县三级资
金 1100万元建设一条高标准 6.5米宽沥青
路贯通东西 5个村袁村庄环境质量迅速得到
提升遥协调临沂市农产品电商野沂蒙公社冶将
芦山西头村列为其地瓜种植基地袁派遣专家
指导引种优质地瓜 300多亩袁建设了首座存
贮 150万斤的地瓜窖已经完成袁实现亩均增
收 1000 元遥 引进久居香环保建材厂投资
1800万元建立分厂袁生产最新型环保建材袁
带动就业 50人袁村集体增收 10万元遥

赵文胜袁男袁中共党员袁县委组织部派驻
马牧池乡野竹旺村第一书记遥
驻村以来袁坚持以党建为引领袁规范各项

工作运行袁发展预备党员 4名袁培养入党积
极分子 9名遥 争取协调资金 500余万元的迷
迭香扶贫加工车间已开工建设袁将带动周边
8个村 310余户贫困群众受益遥投入 5万元袁
对办公场所进行提升袁 并配套会议桌椅 500
余套遥 协调帮扶企业鲁颖电子捐赠水泥 100
吨袁用于村级基础设施建设遥 积极争取道路
建设政策资金 50余万元袁 对 1300米入村道
路进行拓宽提升遥 协调争取帮扶资金 4 万
元袁 在道路两侧及主要路口安装路灯 70余
盏遥 利用野一事一议冶奖补资金 15万元袁在村
河道两侧架设了 800余米护栏遥 新建文化广
场 1处袁争取健身器材 4套袁协调音响器材 3
套袁丰富了群众文体生活遥

赵淑霞袁女袁中共党员袁县税务局派驻
砖埠镇苏家石沟第一书记遥
驻村以来袁组织支部成员和党员致富

能手走出去参观考察袁 先后到莒县草莓
基地尧葡萄研究所尧沂南志华蔬菜种植基
地考察学习温室大棚草莓尧葡萄尧蔬菜等
种植项目袁村开阔眼界袁启发致富思路遥
实施野亮化暖民心冶工程袁争取派出单位
资金 3.2万元袁安装路灯 35盏袁安装了 10
个高清摄像头袁方便了村民出行袁为村民
提供更安全的保障遥 争取上级资金 21万
元修建排水沟 1100米袁 解决了村由来已
久的污水排放问题遥 完成厕所改造 104
户袁为美丽乡村建设奠定了基础遥 争取资
金 13万元袁硬化村内主道路 400米袁方便
了村民出行遥

胡加伟袁男袁中共党员袁沂南一中派驻
界湖街道小白石村副书记遥
驻村以来袁认真协助好支部书记日常

工作袁做到积极主动袁认真负责袁竭力当好
书记的参谋和助手遥 以党建为引领袁对每
项工程都公开公示袁筹集多方资金修通了
村里与县城西外环三条水泥路遥 利用野第
一书记冶工作经费袁对村委办公场所尧党建
活动室进行整体提升袁对办公场所进行屋
顶防水等改造袁对党建活动室进行改造提
升袁添加党旗尧桌布尧窗帘等遥 投资 2.5万
元袁建设一处文化广场袁安装了体育器材袁
为群众生活娱乐提供方便遥协调社会爱心
人士捐款为贫困户购买了大米尧 面粉尧花
生油等袁让贫困户感受到温暖遥

姜世军袁男袁中共党员袁省公安厅派驻岸堤镇
乡村振兴服务队队员遥
驻村以来袁以乡村振兴尧百姓致富为目标袁视

村民为亲人袁牢固树立攻坚克难的信念遥 对党群
服务中心进行重新修建并短期内投入使用袁得到
全体党员高度认可遥按照朱家林观光农业发展布
局袁经过 9个月的努力袁大峪庄景区已形成梯田尧
池塘尧 水溪尧 树草为一体的观赏和种植景区袁20
多亩梯田油菜花以及绿油油的乔麦袁吸引了不少
外来的游客遥协调各方资金袁为局埠村安装 80盏
路灯遥建设 10个高效蔬菜大棚袁将大大减少村民
的劳动成本遥山东旺豪房地产有限公司投资近亿
元袁在大峪庄村开发新时代新农村建设项目遥 招
引山东沂蒙雪尖茶叶有限公司在朱家林投资建
设村茶场项目袁为实现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遥

秦淑娟袁女袁中共党员袁县残疾人联合会派
驻苏村镇韩家官庄村第一书记遥

驻村以来袁把抓党建作为任职工作的首要
任务袁发展预备党员 2名袁培养入党积极分子 2
名袁积蓄后备力量袁并健全完善规章制度袁有力
增强了任职村班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遥 协调县
民政局袁争取农村幸福院项目袁协调资金 13万
元改造房屋 14间袁安置床位 20 张袁并硬化地
面 460平方米袁配套深井一眼遥 在文化广场安
装了健身器材一套袁丰富了群众的文化娱乐生
活遥 利用野一事一议冶项目资金 5万元袁安装太
阳能路灯 33盏袁维修路灯 13 盏袁解决了村民
夜间出行难问题遥 目前投资 15万元袁正在修建
的桥梁一座和村北与王泉村搭界道路 160米袁
项目建成后将彻底的方便周边群众出行遥

顾书瑞袁女袁中共党员袁省生态环境厅派
驻岸堤镇乡村振兴服务队队员遥

驻村以来袁通过党群代表大会尧入户走
访等形式袁重点掌握百姓生活尧土地资源尧未
来规划尧组织建设等情况袁为小峪庄村尧东北
村编制叶村情手册曳遥 突出野一村一品冶袁制定
了叶乡村振兴发展规划曳和叶2019年度项目实
施方案曳袁 确定村内水系改造尧 环村沟渠整
治袁便民服务中心提升袁高效蔬菜大棚建设
等 9项工程遥 多方筹措 310多万元袁建成全
省首家户政尧车管自助服务区袁为 5个村卫
生室配备心电图机等医疗设备 80件袁 为镇
中学配备 45万余元的电子白板教学系统 13
套尧会议音视频系统 1套等袁引起良好反响袁
被称为野民心工程冶遥

高亮袁男袁中共党员袁县疾控中心派驻
依汶镇安保庄村副书记遥

驻村以来袁严格落实野三会一课冶制度袁
发展预备党员 2名遥争取野一事一议冶资金 5
万元袁为店子村安装路灯 50盏遥 争取资金
53万元袁完成了 1.3公里的生产路硬化遥 争
取资金 5万元袁计划修建蓄水池一处遥 免费
为村民接种出血热疫苗 300人份袁 为全村
65岁以上老年免费验光配戴老花镜遥 积极
开展野好媳妇尧好婆婆冶评选袁形成了子女孝
老尧社会敬老的良好风尚遥 2019年 4月到依
汶镇安保庄村任第一副书记袁 承接了全省
推进乡村振兴暨脱贫攻坚现场会遥 开展野美
在农家冶活动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袁迎接全
县野美在农家冶活动学习交流遥

高同利袁男袁中共党员袁县文化和旅游局派
驻砖埠镇诸葛村第一书记遥
驻村以来袁树立抓党建促进乡村振兴理念袁

发展预备党员 3名袁培养后备干部 1名遥争取资
金 10万元袁对便民服务中心和党建阵地进行提
升改造遥 派出单位投入 2万元袁实施天网工程袁
安装监控 8处袁加强了平安建设曰协调资金 400
万元袁实施节水灌溉工程袁确保旱涝保丰收曰协
调资金 10万元袁 修砌主大街排水沟 700余米袁
畅通了生活污水排放渠道; 争取重点交通项目
资金 30万元袁修复断头路 1180米袁便利了群众
生产生活曰协调资金 4万元袁建设了文化长廊袁
农民有了休闲娱乐好场所遥 招引本村成功人士
投资袁 建设了沂南县鲲鹏五金加工厂扶贫车间
1600平米袁集体增收 3万元遥

郭善杰袁男袁中共党员袁县农业农村局派
驻岸堤镇中高湖村副书记遥

驻村以来袁把党建工作作为重点袁抓党员
教育管理袁抓村班子建设袁使村班子战斗力尧
凝聚力进一步增强袁 并对村级活动场进行改
造提升遥 多方筹集资金 25.98万元袁建宣传栏
1处袁 在黄山坡和佛山建设文化广场 2处袁申
请健身器材 50余件遥 协调资金 25万元对中
高湖村村环境进行美化尧亮化袁安装路灯等遥
争取国家田园综合体项目资金 903万元袁建
设小蓄水池 10处尧4米宽硬化路 5公里尧3孔
桥 1座尧地下管网 15.1公里尧水肥一体化 800
亩尧水泵站 2处袁包括变压器 2台尧电缆 1200
米遥 协调资金 70万元对中高湖 5个自然村道
路硬化袁方便群众安全出行遥

黄江涛袁男袁中共党员袁县财政局派驻张庄镇
北沿汶村副书记遥
驻村以来袁通过入户走访座谈调研袁确定了以

野强组织尧聚人心尧保稳定尧促发展冶为主要内容的
工作方案遥 严格执行村级事务野四议两公开冶规定袁
落实野三会一课冶组织生活制度袁按照程序指导村
委换届等多项举措袁 增强了北沿汶村党组织的凝
聚力尧向心力和战斗力遥 努力打造以野一路尧一带尧
一场尧一园冶为主要内容的野四个一工程冶遥 协调沂
蒙交通实施了快速路和沂新线三条连接线工程袁
修筑道路共计长 4公里遥 争取资金 30万元袁实施
了野户户通冶工程袁硬化道路 1.6万平方米袁解决了
村内通行难题遥 申请了野绿色节能亮化项目冶袁安装
路灯 30盏袁极大地改善了村容村貌遥

黄运海袁男袁中共党员袁县司法局派驻大
庄镇朱家河村第一书记遥
驻村以来袁 紧紧围绕 野抓党建促乡村振

兴冶总要求袁着力从野打造三纵三横路网尧破解
群众出行难题冶入手袁重振班子士气袁重树队
伍形象袁村民幸福感尧满意度大幅提升遥 利用
第一书记工作经费 5万元对原有破旧村办公
室进行了全面改造提升遥 积极争取派出单位
支持袁配备了办公桌椅尧会议桌椅袁粉刷村办
公场所 300平米袁硬化文化小广场 1处袁村办
公场所得到进一步提升遥多方筹措资金 50余
万元袁捐款 7.7 万余元袁对村内 1040多米道
路尧700多米排水渠进行硬化改造袁打通了全
村野三纵三横冶的路网工程遥

戚景峰袁男袁中共党员袁县教体局派驻双堠镇营
后村副书记遥
驻村以来袁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袁发展预备党员 2

名袁 培养入党积极分子 4名袁 选拔推荐沂南县首届
野农村好青年冶1名,发挥党员带头引领作用遥 对党员
活动室进行提升袁安装液晶电视一台袁对墙面制度全
部更新袁利用野第一书记冶办公经费袁维修办公室 4
间袁对村委办公室地面进行全面硬化袁粉刷办公院墙
800平方米遥 申请派驻单位支持 5万元袁建设了农家
书屋一间袁并配备了书橱尧阅览桌尧棋牌桌以及种植尧
养殖类书籍袁 丰富了村民生活水平遥 协调申请资金
15.7万元袁修建广场两处袁建设户户通 3000平方米遥
为了保障村民饮水安全袁对饮水井和管道进行改造遥
积极联系爱心企业袁为村里 70岁以上老人进行免费
义诊袁保障了他们身体健康遥

崔建强袁男袁中共党员袁省供销社派驻岸
堤镇乡村振兴服务队队员遥
驻村以来,坚持以党建为统领袁培养入党

积极分子 5人遥 在省配每村每年 100万元基
础上袁又争取市尧县财政资金支持 200万元袁
计划建设项目 8个袁现已开工 4个遥 协调争
取资金 20万元袁 在社区主干道路两侧实施
绿化和排污管道敷设工程曰 实施亮化工程袁
投资安装了太阳能路灯 200余盏遥 协调派出
单位推进 野镇校合作冶袁2019年 5月 30日山
东经贸职业学院与岸堤镇签订了野镇校战略
合作协议冶遥 开展野六一冶儿童节送温暖活动袁
为 60名贫困学生发放书包等 2万余元慰问
品袁给 28 名野留守儿童冶发放慰问品袁实现
野扶贫与扶志冶的相结合遥

盖京云袁女袁中共党员袁县委党校派驻岸
堤镇库东村第一书记遥
驻村以来袁 积极协调各方资金 434.8万

元袁用于库东村民生事业发展遥 对党员活动
室各项规章制度进行完善袁组织党员外出学
习 2次袁开阔了党员的视野遥 野七一冶期间走
访老党员尧困难党员 20户袁送去慰问金 8000
元遥 争取投资中央预算内资金 400万元袁建
设提升村委办公场所 2个袁对党员活动室进
行提升改造袁为 5个村的村级党组织活动场
所配备 50台套桌椅袁 为村里新建村内道路
1300米袁户户通 6300米遥 投资 5.5万元建设
文化广场一个袁安装路灯 12盏袁为东村卫生
室添置设备 2台袁方便群众就近看医遥 协调
承包荒山 130亩袁4个村流转土地 1300亩袁
增加集体收入 5万元遥

梁化鲁,男袁中共党员袁市审计局派驻青驼镇
冯家楼子村第一书记遥
驻村以来袁累计行程 5万多公里袁奔赴在市

区尧县城和乡镇的野三点一线冶袁协调多方资金
150万元袁 新建了 1100平方米集党建尧 为民服
务尧卫生所等功能为一体的社区服务中心袁发展
了 2名党员袁解决了多年没有发展党员的难题遥
争取扶贫尧 村村通道路建设尧 土地综合开发治
理尧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等项目 22个袁资金 2000
余万元袁资金项目基本涵盖了野水路家园冶规划
的方方面面袁为推动乡村生态振兴奠定了基础遥
利用野一事一议冶资金 50万元袁粉刷美化村内墙
面 1.8万平米袁修缮村西古泉和活动场所遥 利用
500余万元扶贫资金袁投资建设的返乡创业园项
目袁每年能为村集体增加 30万元收入袁同时还
能解决 200名劳动力的就业问题遥

韩永祥袁男袁中共党员袁县文化和旅游局派
驻依汶镇隋家店村第一书记遥
驻村以来袁发展预备党员 2名遥 先后争取

资金 30万元和 60万元袁 建设蔬菜大棚 5个袁
村集体增收 7万元遥投入互助资金 85万元袁种
植雪莲藕 60亩袁村集体增收 12万元遥 2019年
通过招商引资的方式流转土地 200亩袁建设了
雪莲藕育种基地袁60余户村民通过流转土地和
务工实现第一年总收入 56万元袁 以后每年务
工收入可达 20万元遥 争取扶贫资金 55万元袁
建设 700平方米的扶贫就业加工车间袁增加村
集体年收入 4万元遥 争取资金 97万元袁 硬化
10700平方米野户户通冶道路遥 争取扶贫资金 17
万元袁建设 117平方米的规范化卫生室遥 争取
野一事一议冶 资金 5万元袁 安装太阳能路灯 60
盏袁方便村民夜间出行遥

程学忠袁男袁中共党员袁市信息工程学校派驻
湖头镇城石村第一书记遥
驻村以来袁培养入党积极分子 4人袁转正党

员 1人遥 筹集资金 38万元袁建设了集办公尧日间
料理为一体的面积 360平方米的城石村幸福院
项目袁并配套建设了 400平米的文化广场遥 黑牛
石村依托村卫生室项目投资 3万余元新建办公
室两间遥协调流转土地 60亩袁协调资金 200万元
建设高效农业大棚 13个遥 流转土地 1140亩袁用
于上市企业野中地乳业冶部分牧草种植项目成功
落地袁帮助 260户村民亩产增加 500元收入遥 流
转的土地中原有的生产路尧 池塘等 70余亩的流
转费归村集体所有袁每年增加 7万余元的村集体
收入遥 协调环保部门投资 16万元建设坝桥项目
1个遥争取派出单位支持袁出资 3.8万元为任职村
安装太阳能路灯 76盏袁保障群众夜间出行安全遥

满新华袁男袁中共党员袁县综合行政执
法局派驻依汶镇安保庄村第一书记遥
驻村以来袁 积极配合省派第一书记工

作袁带领村野两委冶成员袁抓党建促脱贫袁深
入基层袁摸清村情民意遥 拓宽村集体增收渠
道袁流转 265亩土地袁打造南栗沟高效蔬菜
种植示范园袁年产有机蔬菜 120多万公斤袁
仅此一项村集体增收 12万元遥 新建蔬菜批
发市场一处袁400吨冷库一座袁日交易量 30
万吨袁为集体增收 20万元袁新修道路 15公
里遥 2019年 4月到依汶镇安保庄村任第一
书记袁 承接全省推进乡村振兴暨脱贫攻坚
现场会遥 进行村容村貌整治袁开展野美在农
家冶活动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袁迎接全县野美
在农家冶活动学习交流遥

潘继斌袁男袁中共党员袁县粮食和物资储备中
心派驻依汶镇葛庄村副书记遥
驻村以来袁配合省派第一书记工作袁共落地实

施项目 46 个尧资金 3903万元袁引进资金 7200万
元遥修复了村中排水沟与回龙河两条生态纽带曰建
成了西北岭大棚蔬菜尧南山订单毛豆尧与訾家岭田
园综合体三个产业园区曰建成了便民服务中心尧文
体健身休闲广场尧电商服务中心尧与包含野养育未
来冶尧农村幸福院尧农民工活动中心尧厨房餐厅的四
个便民益民服务中心遥通过建成大棚蔬菜产业园尧
精准扶贫就业点尧光伏发电场尧争取富民生产贷尧
社会资金注入等完成了产业尧就业尧光伏尧金融尧社
会五个扶贫项目袁 村集体实现年增收 61.9万元遥
2018年 12月袁葛庄村顺利通过了美丽乡村验收遥

薛彦东袁男袁中共党员袁县税务局派驻
湖头镇于家街村第一书记遥
四次任职第一书记袁 年龄大却从来没

有打过退堂鼓遥 驻村以来袁发展预备党员 2
名遥 利用第一书记办公经费 6.5万元袁对村
办公场所进行了全面提升遥 争取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项目资金 38万元袁对村西河两岸
安装了防护栏袁硬化了路面遥 争取派出单位
支持资金 5.7万元袁对 336省道通村里的路
两边铺设了 1200米路沿石袁并在省道路边
安装薄家店子社区标识袁 对村道路两侧进
行了绿化遥 通过土地流转袁规范果园承包尧
光伏发电等袁 村集体收入达到 10 万元以
上遥 投入 1.47万元袁安装 LED路灯 53盏袁
更换电线 2600米袁方便村民夜间出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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