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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任斐
通讯员 张兵 李军帅 报道）今年以
来，我市坚持党建引领，积极推进

“渤海红色物业”建设，市县两级全
部成立物业行业党委，成立了全省
首家物业行业党校，建立了全市第
一家社区环境和物业管理委员会、
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小区仲裁服
务站，初步实现了“渤海红色物业”
建设工作中党的组织工作和综合协
调机制全面覆盖，“渤海红色物业”
建设全面破题开局。

在下一阶段的工作中，我市将
全面推进“渤海红色物业”建设三年
行动。按照“一年扩覆盖、补短板，
两年抓规范、促提升，三年塑优势、
创品牌”的总体安排，通过三年努
力，推动物业服务行业党建领导体
制和物业管理政策制度健全规范，
物业管理领域突出问题得到有效解
决，党建引领、行业主管、基层主抓、
共建共治共享的工作格局全面形
成，物业服务管理专业化、精细化水
平不断提高，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明显增强，打造出富有我市特

色的“渤海红色物业”品牌。
其中，2020年，我市将重点总结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的经验做
法，全面排查物业服务管理工作短
板弱项，健全物业服务行业党建工
作领导体制和运行机制，推动物业
服务企业和业主委员会党的组织应
建尽建、党的工作全面覆盖，物业领
域突出问题排查整治取得明显成
效。2021年，基本形成以专业化物
业企业为主体，国有物业企业、街道
社区党组织领办公益性物业企业、
专业性社会组织等兜底的全覆盖物
业服务体系，完善物业企业和业委

会监督管理制度，细化配套政策和
标准规范，进一步健全党建引领社
区治理框架下的物业管理工作机
制。2022年，力争实现住宅小区专
业化物业服务覆盖率达到80％以
上、业委会组建率达到60％以上，物
业企业和业委会党组织覆盖率分别
达到90％、70％以上，党的工作覆盖
质量持续提高，党建引领物业管理
的长效机制基本形成，滨州“渤海红
色物业”成为在全省乃至全国有重
要影响的工作品牌。

同时，我市还启动了加强业主
委员会建设三年行动。进一步强化

业主自治管理，完善社区治理体系，
重点完成提高业主委员会组建率、
提高业主委员会组建质量、提高业
主委员会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率、
建立党组织对业主委员会的监督管
理制度、建立“双向进入、交叉任职”
机制等工作任务。在2020年，启动
业主委员会组建“百日攻坚”行动，
细化摸底调研、制订方案、集中组
建、督查整改等具体环节，业主委员
会组建率达到25%；2021年底，组
建率达到45%；2022年底，组建率
达到60%。

开展物业领域“大排查、解难
题、暖万家”专项行动和物业领域集
中整治专项行动。各县（市、区）将
在前期摸底排查和集中整治的基础
上，进一步厘清部门职责，推动各职
能部门执法和监管力量下沉到社区
执法，形成“社区吹哨、部门报到”联
动机制，协调解决物业收费、私搭乱
建、违章建筑、毁坏绿地、占用消防
通道、违规养犬等问题。对一些比
较复杂的、单一部门难以解决的问
题，街道社区组织联合有关部门召
开联席会议，深入分析问题根源，研
究制订解决措施和方案，分步推进
解决。完善物业领域投诉问题的处
置流程和标准，针对共性问题探索
建立长效机制，进一步完善质价相
符、评价认证、市场清退等制度政
策，从根本上提升物业服务水平。

“渤海红色物业”建设三年行动全面推进
加强业主委员会建设三年行动同步启动，致力打造“齐鲁红色物业”建设滨州样板

滨州日报/滨州网沾化迅（通讯
员 贾海宁 李秀玲 报道）11月14日
晚，沾化大剧院热闹非凡，掌声不
断，来自上海的中国摇滚乐坛南方
生力军KY乐队的“光辉岁月——永
远的BEYOND致敬黄家驹全国巡
回演唱会”在这里精彩开唱。这是
2020年度沾化区“省市县三级联合
购买文化惠民演出”的第五场演出，
为市民们献上了一份音乐大餐。

《海阔天空》《光辉岁月》《长城》
《大地》……KY乐队以独特的舞台
效果、精彩的演唱重现了BEYOND
的一首首经典之作，将台下观众的
热情点燃。观众纷纷打开手机闪光
灯，跟随音乐挥动双手，现场气氛十
分热烈。

据了解，2020年11月—12月，
儿童音乐剧《灰姑娘》、加拿大原版
全场互动亲子剧《你是演奏家》和大
型交响乐音乐会《伟大的复兴》将陆
续走进沾化大剧院，让广大市民在
家门口享受到高品位的文化消费，
提升市民的生活品位和品质。

唱响摇滚 致敬BEYOND

他们，是城市的活地图，每天带
着包裹走街串巷，用脚步丈量每个
角落；他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经
常接触，却鲜有交流；他们，是勤劳
的小蜜蜂，起早贪黑，日晒雨淋，风
餐露宿，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便利
……他们就是快递员，一群路上的
使者。

他们，有哪些酸甜苦辣？在“双
十一”快递洪峰期间，记者走近滨州
快递员，见证他们的辛劳，倾听他们
的故事和心声。

酸——“不是我们不努
力送件，是真的送不过来”

赵振振是滨州圆通的一名快递
员，今年是他从事快递工作的第五
个年头。记者见到赵振振时是上午
11点，他正在快递中心将分拣好的
包裹装车。“我从早上6点忙到现在，
还没来得及吃早饭，也没顾上喝口
水。”赵振振告诉记者，“双十一”期
间的快递量要比平时多很多，他每
天都得加班加点派送快件，最近这
几天经常忙到凌晨才下班。

忙和累对赵振振来说都不算什
么，让他心酸的是自己不被人理解，
不被人尊重，甚至被人冷眼相待。

“最近这几天的快件量翻倍增长，不
是我们不努力送件，是真的送不过
来，毕竟人的体力是有极限的。但
很多客户不理解，查询到快递到滨
州了，就要求我们必须马上送到，送
不到就可能面临被投诉，有的客户
说话也很难听，感觉压力很大。”赵
振振无奈地说。

赵振振每天陪伴家人的时间很
少。他告诉记者，每天晚上看着万

家灯火，自己却是一个人骑着电动
三轮送快递，不免心生凄凉。如果
面对的客户态度再差一些，心里就
很不是滋味儿。他希望客户能多一
些理解，多一些包容。

甜——“工作稳定，多
劳多得，有收获，也有成长”

查超今年35岁，是滨州顺丰速
运的一名快递员。年轻时，他做过
小生意，打过工，收入很不稳定。自
从当了快递员后，他感觉自己有了
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快递员这个
工作收入稳定，也很磨炼人，而且多
劳多得，非常公平，有收获，也有成
长。”查超说。

查超每次面对客户时，都是微
笑服务，给客户打电话时都会说“您
好”“谢谢”“再见”等文明用语，每次
派送快件时都提醒客户验收包裹。
快递员这份让多少人叫苦连天的工
作，在查超的乐观、坚持面前变得轻
松、愉快。

查超说，自己工作4年下来，工
资增长了不少，对顺丰也有了感
情。他说：“我的电动车、头盔、揽件
的码枪等装备都是公司配备的。逢
年过节，还有过生日的时候，公司会
给我们发礼物。这不，‘双十一’这
几天，公司还帮我们改善伙食，中午
给我们买的水饺吃。”

工作4年，查超获得过“服务之
星”“年度优秀员工”等荣誉，他也很
看好快递行业的未来。“现在网购发
展得这么快，我们收的快件也在逐
年增加，只要维护好客户，工作肯定
会越来越好。”查超说。

苦——“不是不想休
息，而是没办法休息”

张守聪是滨州申通的一名快递
员。入行一年多，他已经深深体会
到快递员的辛苦。他每天需要凌晨
4:30起床，快速梳洗，在5点之前赶
到公司分拣快递。除了过年那几
天，他几乎全年无休。无论春夏秋
冬，无论刮风下雨，哪怕是感冒发
烧，他也没有休息过。

“不是不想休息，而是没办法休
息，每天连吃口饭的工夫都闲不着，
我要是休息了，客户的快件谁去送、
谁去收啊。”与记者谈话间，张守聪
接了好几通电话，都是客户打来的，
要么是想发件，要么是催收快件。

张守聪告诉记者，送货多、接单
快就可以赢得更多的客户，这样提
成就会相应高些，因此，对快递员而
言，时间就是金钱，几乎分秒必争。
因为在外面派件，所以上洗手间不
方便，张守聪会尽量少喝水，以便挤
出更多的工作时间。张守聪说，为
了提高派送的效率，除了熟悉地理
环境外，每天送件的路线都是他一
早就在心里计划好的，都是最省时
的路线。

辣——“能当上优秀
员工真的是太难了”

今年37岁的孙宪兵已经是快递
员队伍中的榜样。在单位的综合评
比中，他总是排名第一，连续3年被
滨州韵达评为“优秀员工”。在韵达
快递成立20周年庆典大会上，他被
韵达总部评选为“五星白金快递员”。

一连串成绩的背后是道不尽的
艰辛。“能当上优秀员工真的是太难

了。”孙宪兵说，自己每天要和上百
人打交道，送快件300件左右，有时
候还要帮同事取件，每一分每一秒
对他来说都格外珍贵。“经常听到有
客户抱怨快递员服务不到位，等着
客户下楼取件，不往楼上送。其实，
很多时候我们也很无奈，我们也很
想把快件送上楼，但我们的车和货
物却不能一起带上去，丢了怎么
办？”孙宪兵说。

为了给顾客留下好印象，每次
送件收件孙宪兵都会说声“谢谢”，
有的顾客会点点头也说一声“谢
谢”，有的顾客则是拿了东西就走。

“什么时候大家能给我们点笑容，认
可一下我们的工作，我就心满意足
了。”这就是孙宪兵的心愿。

记者手记：
快递员是一个风里来雨里去的职

业，除了要争分夺秒地进行派送工作，日
常还要面临搬运货物、整理快递、分拣包
裹等大量的体力活。对于快递员来说，
他们不仅感受着酸甜苦辣，还承担着客
户投诉、突发性事件等各种风险。

对市民来说，快递小哥们风雨
无阻地送来包裹，送来的是一份开
心，一份收获。因此，如果他们偶尔
送得慢了、迟了，希望大家能给予他
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当快递员们
无忧无虑地奔跑在路上时，他们定
会让这份工作更加熠熠生辉，让市
民的生活更加便捷，进而创造出更
大的社会价值。

所以，当快递送到时，请给予快
递员们一个微笑，诚挚地说一声“谢
谢”。相信社会给予快递员的理解
和尊重，会激励他们用更高质量的
服务予以回报。

滨州“快递小哥”的酸甜苦辣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刘青博 通讯员 魏帅帅

滨州渤海活塞有限公司铸造
厂一工段成立于2003年，现有员
工92人，其中公司首席技师1人、
高级技师8人、技师20人。该工
段主要以中重卡活塞毛坯铸造为
主，设计能力年生产活塞毛坯800
万只，主导产品为中高端中重卡用
高性能内冷活塞及镶环活塞。

近年来，该工段在工段长张
冬的带领下，依托王建强“齐鲁
工匠”创新工作室，通过精细化
管理，在产品质量、安全生产、创
新改进、员工素质等方面走在前
列，成为各生产工段的标杆和表
率。2019年度，实现镶圈活塞毛
坯产量580万只，试制新模具70
余套，铸造废品率目标值4.9%，
实际3.81%，保证了产品交付，圆

满完成各项任务指标。
该工段注重创新驱动，大力

实施技术创新改进，先后完成10
余项创新改进项目。QZ110A
铸造机通过程序优化，提高浇勺
清洁度，废品率同比降低25%；
模具浇道底注式改进，镶环探
伤、夹渣等废品率分别下降
16%、12%；氩弧焊焊修模具项
目，模具使用寿命提高 50%以
上，减少了外观废品；QZ110A
铸造机外模滑台改进，提高模具
的 配 合 精 度 ，降 低 废 品 率 ；
QZ130A铸造机模具水冷改进
及推广应用获公司技改成果三
等奖。参与的《铝活塞模具芯模
独立水冷装置》《一种重力铸造
铝活塞快速冷却模具》《一种模
具快速固定锁紧装置》项目先后
获得国家专利，其中1人荣获滨
州市专利奖一等奖。在参与的
竞赛活动中，1人获得“安康杯”
技能大赛第一名，1人获得北京
市汽车零部件行业技能大赛焊
接工种三等奖，1人荣获滨州市

“五一劳动奖章”。

渤海活塞铸造厂一工段：

先后完成10余项
创新改进项目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管林忠 通讯员 李花英

工人先锋号

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
讯员 赵燕 报道）近年来，邹平市
明集镇中心幼儿园致力于幼儿游
戏课程化教学实践，以提升教学
水平，促进幼儿健康成长。

幼儿园定期开展教研活动，
利用专题教研等形式解决游戏

课程化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并加
强教师理论学习，组织教师认真
学习幼儿教育专家的相关理论，
提高教师对游戏与幼儿教育关
系的认识。此外，幼儿园对户外
实践活动场所进行合理改造，进
一步丰富拓展区的游戏材料。

明集中心幼儿园践行游戏课程化

■贷款对象：

1.持续经营一年以上的个体工商户或小微企业的主要股东。
2.能够提供住房、商铺等合格抵押物。
贷款用途：用于解决借款人本人及经营实体生产经营过程中

的正常资金需求、不可用于购房、投资等用途。

■产品优势：

1.费率低：利率最低可执行3.85%，免除抵押登记费、评估费
2.放款快：贷款优先审批、专项额度
3.额度高：额度最高可达房产价值70%、最高额度700万元。

■提供材料：

1.个人材料：身份及婚姻证明、还款能力证明
2.经营主体材料：营业执照、银行流水、进销货单等
3.担保资料：抵押物权属证明
4.用途证明：购货合同、订单等

■特殊行业群体贷款：烟草零售商、药品零售商、中国银行存
量房贷客户均可享受最高30万元额度信用贷款。

详询中国银行滨州分行各网点

■活动主题
分期5折优惠，助力全民嗨购季

■活动时间
2020年11月10日至2020年12月31日

■活动对象
中国银行信用卡持卡人

■活动内容
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消费分期、账单分期或现金分期的客户

可享手续费5折优惠（权益类卡片除外），不限期数、不限金额、
不限笔数、不限手续费收取方式。

详询中国银行滨州分行各网点

中国银行个人经营贷款
助您一臂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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