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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各位叔叔阿姨给我建设
了属于我的小屋，我一定会好好学
习，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对他人
有益的人。”在富源街道丰民二村的
莹莹家，10岁的小女孩在自己的新
房间里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近
年来，富源街道聚焦扶贫扶智，在建
设互助车间、打造希望小屋、提供小
额贷款、开展定期帮扶等方面进行创
新实践，不断提升贫困户内生动力。

互助车间培养“我会
脱贫”的能力

“为了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就
业，我们村里建起了扶贫互助车间，
优先录用村内贫困人口，从事塑料
编织袋加工工作，每个月都有不错
的收入。”富源街道张王村党支部书

记介绍道。今年以来，富源街道积
极推动村级扶贫“互助车间”建设，
按照“车间+党支部+贫困户”的模
式，引导组织贫困家庭劳动力就近
就业，稳定增加收入。

目前，街道已实现41个村“扶
贫互助车间”全覆盖，吸引50余名
贫困群众在家门口就业，为村退出、
户脱贫、村集体经济增收提供了有
力保障。

希望小屋树立“我想
脱贫”的意识

今年以来，富源街道启动了“希
望小屋”儿童关爱项目，对建档立卡
贫困家庭中无独立居住和学习环境
的8至14岁儿童建设独立房间，通
过对原有房屋隔断打造等形式，统
一进行规划、设计、装修，配备必要
家具和学习生活用品，并将扶贫与
扶志、扶智相结合，以弘扬国学教育
和传统文化作为主基调打造“逐梦
方塘”，布置国学墙体文化，购置《中
华上下五千年》、《弟子规》、《老子诵
读本》等国学图书，营造立志求学、

奋斗筑梦的学习氛围，鼓励贫困家
庭儿童求学上进、逐梦前行，目前已
建成“希望小屋”9处。

小额贷款激发“我要
脱贫”的动力

富源街道大李村贫困户吕风
才，自小肢体肌肉萎缩，无法外出劳
动，家里人凑钱帮他开了一家小卖
部。富源街道工作人员了解到吕风
才的情况后，拿出专项资金为其改
造了货架，帮助他扩大了规模，并将
其打造成“扶志扶智”工作示范点，
小卖部变身“爱心超市”。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期间，吕风才的扶贫“爱心
超市”成了村里的“菜篮子”，他的收
入也跟着翻了番。

据了解，富源街道设置了专项
帮扶资金，根据贫困户创业需求为
其提供资金支持，帮助有能力、有脱
贫致富意愿的贫困人员建立或改造
创业环境，提高经济收入，激励贫困
群众“卖力气、强底气、长志气”。目
前，街道已协调资金7万元帮助2户
贫困户创业。

长效机制夯实“我能
脱贫”的基础

“叔，婶儿，这是咱街道给您购
置的枕套、床单、桌布三件套，我来
给您铺上吧。”近日，富源街道帮扶
责任人再次来到贫困户家中定期走
访。今年以来，富源街道不断健全
帮扶责任人、科级干部、机关干部、

“第一书记”和村干部4支帮扶队
伍，全方位联系帮扶贫困群众。213
名帮扶干部通过开展贫困户家居环
境卫生清理工作，引导和带动贫困
户主动改善并保持家居环境清洁卫
生，提升贫困户精神面貌；进行扶贫
政策宣讲、对贫困户开展心理疏导
等工作，帮助贫困户树立脱贫的主
体意识，实现“物质脱贫”与“精神脱
贫”同步推进。

“在脱贫攻坚最后收官阶段，我
们以扶志扶智为切入点，不断增强群
众脱贫的内生动力，享受政策的建档
立卡贫困户663户、1227人已全部实
现脱贫。”该街道主要负责人介绍。

11月10日，黄山街道召开农村
人居环境综合整治观摩会，全体领
导干部，社区党总支书记，第一书
记，各村党支部书记，市人大代表，
相关职能站所负责人逐村实地查
看，听取相关介绍，现场打出分数。

各村精心准备，用心汇报，虚
心学习交流。38个村庄犹如38颗
明珠，村村美如画，为群众创造良
好生活环境的同时，促进城乡融合
发展。（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赵
佳 摄影）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通讯员 王
福伟 报道）沾化区委编办坚持问题
导向，把握中心环节，全面梳理，强
化举措，对党政机构改革工作开展

“回头看”，及时总结改革经验，找准
存在差距，分析问题根源，推动改革
任务落地生根。

该办印发了《关于公布<沾化区
乡镇（街道）公共服务事项目录>和
沾化区乡镇（街道）行政权力清单的
通知》并在中国沾化网站向社会公
示，涉及乡镇（街道）行政权力事项
924项，公共服务事项983项，并实
行动态管理。并制定了滨州市沾化

区“属地管理”事项主体责任和配合
责任清单动态调整管理办法（试行）
及滨州市沾化区“属地管理”事项
施工图、进一步加强规范“属地管
理”工作的通知等文件，建立“两个
办法、一个机制、两项制度”，重点
围绕规范“属地管理”文件落实、业

务培训、平台使用、信息宣传等工
作，抓细抓实规范“属地管理”工
作，共明确14个领域的规范“属地
管理”事项清单事项150项，进一
步厘清职责边界，切实为基层减负
增效。

滨州日报/滨州网阳信讯（通讯
员 海辉 付萌 报道）近年来，阳信县
劳店镇计生协会、卫生院坚持把“以
人为本”作为基本服务理念，倡导亲
情化服务，营造和谐卫生与计生工作
局面，有效拉近了与困难家庭育龄妇
女之间的距离，不但使计划生育宣传
更加深入民心，也为日常的卫生与计
生工作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更好地关爱计生特殊困
难家庭，提升全镇卫生与计划生育
工作服务水平，认真落实关注关怀
和帮扶贫困计生家庭，体现计生关
爱关怀，劳店镇计生协会和卫生院
工作人员重点走访慰问了辖区困
难新生儿家庭。在走访中，他们关
切地询问产妇和孩子的健康状况，
提醒家长按时做好幼儿疫苗接种
工作，注意天气变化和饮食健康，
告知他们及时为新生儿上户口等
相关流程，并为新生儿家庭赠送宣
传品及《科学育儿》手册。

为进一步关爱婴幼儿成长，让
科学的早教走进千家万户，让更多
的计划生育家庭享受优质的早期
教育，计生协会和卫生院还在辖区
幼儿园举办早教健康宣传讲座，使

婴幼儿家长们进一步了解早期教
育的基本理念和方法，提高家长们
对早期教育的重视程度。培训内
容主要是结合实际向老师和家长
展开生动细致的讲解，不仅详细讲
解了儿童的生长发育、行为发育、
营养和疾病防范等常识，还详细解
答了家长们对孩子成长中遇到的
一些困难和疑问。在计生协会的
指导和帮助下，幼儿和家长开展有
趣多样的游戏，不仅让幼儿体验到了
共同生活的快乐，还锻炼了孩子手
眼、手脚之间的协调能力，并锻炼了
手指肌肉的灵活性。此外，活动更为
家长提供了交流平台，使他们了解到
早期教育的重要性，丰富了自身的婴
幼儿教育和健康指导经验。

开展儿童早期发展项目活动
是促进儿童健康成长，推动生育关
怀和幸福家庭创建的主要内容之
一，也是引导群众广泛开展自我服
务、自我教育的有效途径，对提高
人口素质具有重要意义。劳店镇
卫生院、计生协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今后将积极组织，加大举办早
教活动的力度，让该镇婴幼儿在各
方面和谐健康地成长。

滨州日报/滨州网阳信讯（通
讯员 杨磊 报道）近日，阳信县审计
局在县教育和体育局审计中，重点
关注幼儿园收费情况。审计人员
对幼儿园收费是否符合物价部门

核定的标准和收费范围，有无多收
或另立项目超范围收取，是否及时
开具收费票据，困难学生补助是否
据实发放等事项进行逐一核查，发
挥审计的监督作用。

聚力脱贫攻坚拔穷根

富源街道打好扶志扶智组合拳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陈芳晓 张羽

11 月 14 日，邹平市韩店
镇实户村农民在麦田内浇灌
封冻水。

初冬时节，韩店镇农民抢
抓农时，在麦田内浇灌封冻
水，改善土壤水分，确保小麦
安全越冬。

近年来，韩店镇不断推进
高标准示范农田工程建设，通
过铺设地下输水管道等措施，
为全镇 4 万余亩农田灌溉提
供便利。（滨州日报/滨州网通
讯员 霍广 摄影）

冬小麦冬小麦““喝足喝足””
封冻水封冻水

劳店镇将“生育关怀”落到实处

何坊街道山药“种”出致富路

11 月 12 日，惠民县何坊街道
后韩村种植的山药种进入收获阶
段，经过特殊存贮，明年春天种植
季节，一株批发价可达0.4元，一亩
地能够增收万余元。

何坊街道引导村民调整种植结

构，鼓励村致富带头人通过流转贫困
户、劳动力匮乏的农户土地100多亩，
吸收附近村劳动力80多人参与山药
种植或收获，从而带动村民增产增
收，实现脱贫致富。（滨州日报/滨州
网通讯员 王军 王晓斐 摄影）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田中
岳 通讯员 夏玉忠 报道）滨城区彭
李街道干群同心凝聚合力，全员参
与打好环境整治攻坚战，上下拧成
一股绳，瞄准目标干干干，让辖区环
境变干净、变整洁、变美丽。

11月5日，和瑞社区联合双报
到单位滨州市财政局、网格党支部
共同开展“共建美好家园”主题党日
暨“双报到”活动，党员志愿者们对
中海购物广场的所有卫生死角进行
了一次彻底整治，共同创造洁净、优
美、舒适的生活、营商环境。

彭李街道把环境整治当作社会
治理服务的基础性工作，把环境卫
生集中整治当作为民办实事、做服
务的一项重要内容，突出党建引领，
提升聚合思维。首先，聚合村居“两
委”班子、党员、群众代表的力量，发
挥引领示范作用，带动广大群众积

极参与环境整治，形成工作合力。
其次，推动综合行政执法力量全力
下沉，建立街长制、路长制等制度，
加大日常巡查力度，实现辖区环境
秩序持续优化。另外，发挥“双报
到”单位、小区党支部的作用，着力
构建部门联合、党员带头、志愿组织
助推、广大群众参与的“党建+人居
环境治理”新模式。

11月3日、5日、7日，彭李街道
连续组织召开三次城乡环境集中整
治现场观摩推进会议，区直包保单
位负责人，全体班子成员，社区书记
（主任），村居支部书记参加。

街道党工委、办事处通过召开
现场观摩推进会的形式，选取社区
居委会、村居、商业小区、商业集聚
区、农贸市场等不同领域的点位进
行现场观摩，现场查找问题，及时补
足短板促整改；发现典型亮点，第一

时间总结经验予以推广，观摩评比
学习先进、鞭策后进，极大地强化了
环境整治活动的整体推进。

为保障整治效果，街道由纪工
委、督查办、党政办联合组成督导
组，对各社区、村居活动开展以及各
下沉一线机关干部、社区网格员到
岗到位尽责情况进行明察暗访、督
导检查，对存在的问题限期整改到
位，并将每次检查结果汇总，年底作
为奖惩依据。

彭李街道把持续优化城乡环境
作为一项基层治理的重要工作，坚
持常态化思维，长久持续地抓推
进。首先，多元宣传常态化。环境
卫生常态保持，需要切实改变居民
群众生活卫生习惯。彭李街道利用
微信公众号、户外电子屏等载体广
泛宣传，加强与群众互动。并在“幸
福彭李”公众号、“为民365”抖音号

开设专栏，每天刊载城乡环境整治
的相关知识和动态新闻，有效提高
群众知晓率，使保护环境意识外化
于行、内化于心，通过居民的素质提
升实现环境整治的常态长效。其
次，充分发挥大数据平台和线上“彭
小李”小程序的作用，与辖区群众长
期互动，通过“随手拍”及时上传环
境卫生方面存在的问题，做到第一
时间处置解决，补足环境方面的短
板。另外，依托智慧城管“365”智慧
管理平台，发挥AI智能分析系统优
势，对辖区环境问题全天候、24小
时不间断的自动采集出店经营、垃
圾堆积、违规广告等11大类常见问
题，上传智能分析平台并进入处置
流程，提高城乡环境整治的智慧化、
精准化。

党群同心干干干 城乡环境变变变
彭李街道全员参与环境整治攻坚战

黄山街道38个村庄
村村美如画

沾化区委编办明确规范150项“属地管理”事项清单

阳信县审计局
监督助力教育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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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滨城区梁才街道第八小
学新设置京剧、武术、剪纸等传统
文化校本课程，聘请京剧、梅花拳、
剪纸等专业人士给学生传授技艺，
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校园和课
堂。在丰富学校课堂内容的同时，

让学生零距离领略中华民族传统
文化深厚底蕴，锤炼不怕吃苦的意
志，从小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热爱
家乡的情感，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
信心。（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李
荣新 张敏 朱丽艳 摄影）

传统文化走进乡村课堂

遗失声明
联系电话：3186726 18654306492

高帅房屋所有权证丢失，
证号：1-02246，声明作废。

王亚、王玉丽丢失博兴润
通置业有限公司2020年 10
月20日开具的房款（3-401）
收款收据收据联 1张，金额：
291411 元 ，收 据 号 ：
2002549，声明作废。

滨城区第一佳大鸡排快餐
店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丢
失 ，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3716020011588，声 明
作废。

王立民职业资格证书(三
级)专业:维修电工丢失，证书
编号：0814001069302435，
声明作废。

受有关部门委托，我公司定于2020年11月25日上午
10点通过中拍平台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

厂房及机械设备一宗：包含房屋建筑物、构筑物及其
他辅助设施、机器设备等。参考价18112万元，竞买保证
金3623万元。

有意竞买者请于公告之日起至2020年11月24日16
时前将规定数额的竞买保证金存入以下账户（户名：山东
金谷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邮储银行邹平市支行，账号：
937008010047558894）以到账为准。并于2020年11月
24日16时前持有效身份证件及汇款凭证到我公司办理竞
买登记手续（不成交保证金无息退回）。

展示及报名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2020年11月24日
中拍平台网址：http：//paimai.caa123.org.cn
联系电话：15098786886滕经理

山东金谷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18日

山东金谷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寻找弃婴生父母

公告
2016 年 7 月

29日在无棣县马山
子镇沙头村村西3
公里处桥边捡拾男

性弃婴一名，身体健康。请
孩子的亲生父母或者其他
监护人持有效证件与无棣
县民政局社会与政权办公
室收养登记处联系，联系电
话：6339628，联系地址：无
棣县棣新四路与海丰十七
路交叉口路东民政局。即
日起60日内无人认领，孩
子将被依法安置。

无棣县民政局
2020年11月18日

2020年11月16日发
布 的 滨 自 然 资 规 告 字
【2020】30 号挂牌出让公
告，现因故终止编号为
2020-K078、K079、K080、
K081、K082、K083、K084、
K085、K087宗地挂牌出让
活动。特此公告

滨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滨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0年11月18日

终止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