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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
讯员 杨允醒 报道） 1月6日，邹
平经济开发区召开疫情常态化防
控工作会议，传达省、市关于疫
情防控相关文件精神，认真分析
当前疫情防控形势，检视工作中
存在的问题，研究部署下一阶段
工作。

据了解，为全面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该区自上而下严格督导，压

实责任，始终绷紧疫情防控这根
弦，全力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确保经济社会发展。继续健
全完善工作机制，强化疫情分析研
判，做好物资及经费保障，持续巩
固疫情防控成果。

同时，该区全面落实“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各项措施，科学把握
疫情防控规律，坚决做好常态化
疫情防控工作。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城讯（通
讯员 董高峰 孙文爽 报道）近日，
滨城区市西街道对辖区重点监管
企业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
整治集中行动。

行动中，工作人员对辖区纺织
企业、加油站点、在建工地等行业

和领域进行安全生产“大会诊”。
“望”生产设备是否正常，“闻”储油
设备是否存在异味，“问”企业安全
生产措施是否到位，“切”准企业存
在安全隐患及时排除，多措并举确
保辖区内生产生活安全稳定。

滨州日报/滨州网沾化讯（通讯
员 贾海宁宋培毅 报道）“棚内温度
12.1℃，比俺家炕头温度还高来。”1
月6日，在沾化区下洼镇曹家庙村，
当天室外温度-10℃，该村党支部
书记陈元洪在谈及自家冬暖式大棚
时说。

“寒潮来袭，通过覆盖地膜、加
固棚体、增添棉被，就算是再大的
风，再寒冷的天气，冬枣树也不怕冻
害。”陈元洪解释道，为保证晚上大

棚温度，他还专门购买了暖风机，为
冬枣树御寒。

在村里任职20多年的陈元洪，
对冬枣树管理很有心得，为给冬枣树

“保暖”，他巧打时间差，赶在寒潮来
袭之前，已将自家冬枣树“全副武
装”，面对这次特殊恶劣天气，他底
气十足。

“枣树的防寒非常重要，特别
是沾冬二号，可以通过枝干涂白、
基部培土、树盘覆盖、延迟修剪、

加固设施等措施提前做好防护，以
利于枣树抵御寒潮、安全越冬。”
下洼镇冬枣办主任刘荣昌介绍到，
多种举措协同实施，能够在提高冬
枣品质的同时，确保枣农的收益。

据了解，入冬以来，下洼镇实
施“设施农业全域推广”工程，把
大棚建设对自然灾害的抵御、产量
的保证、品质提升、效益的增加以
及投入产出的对比向枣农讲深讲
透，引导广大枣农主动投入到设施

农业发展的大潮中来。
据统计，该镇新增大棚1800

亩，重点建设大下洼生源合作社
500亩大棚示范片区，舍予冬枣基
地等20余处大棚建设集中连片，
面积均达到20亩以上。同时，借
助农商银行政府贴息贷款项目，为
320余户大棚建设贷款户进行登
记，现已办结200余户，涉及建设
面积960亩，放款150余户。

成立合作社、建设“三同”教育
基地、带领群众发展庭院经济……
这是李明担任滨城区秦皇台乡段李
村党支部书记仅3年交出的“成绩
单”，而他更是用行动兑现了当初上
任时对父老乡亲的承诺。

今年40岁的李明，在秦皇台乡
算得上是年轻的村书记，性格朴实
憨厚的他，脸上却有着与实际年龄
不相称的沧桑。

“吃老本”对不住全村
父老乡亲的信任

“爱折腾，忠厚老实，事事都为
群众着想。村里这几年发展很大，
特别是老人们的福利越来越多，我
们都支持他。”这是在村里走访群众
时，大家对李明的评价。

平时话语不多的李明，一说起
村里的工作和今后的发展，就像打
开了话匣子。他说在心里有自己的

“算盘”。
“我是2017年1月份担任村书

记的，说实话，刚上来的时候，压力
非常大，因为我们村是全国文明村，
面对这项荣誉自然就有压力。再就
是我们村里群众的福利都非常好，
而村集体经济收入又有限……”说
起刚上任时的情形，李明记忆犹新，

“当时老书记握住我的手意味深长
地说，不要求我干多大事，但是一定
要守好村里的‘摊子’，守住全国文
明村这块金字招牌。”

但李明心里可不是这样想，在
他看来，要想守好村里的一亩三分
地，还得靠发展，不发展就是落后，

“吃老本”对不住党员这个称号，更
对不住全村父老乡亲的信任。“再
说，我作为一名年轻书记，必须有所

作为，必须‘折腾’一下”。李明骨子
里那种不服输的劲头涌现了出来。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这
句再朴实不过的话，让刚上任的李
明找到了村里工作的着力点。

抓班子建设，建食用
菌大棚，为村庄发展注入
新活力

李明从抓班子建设开始，必须
牢牢抓住党员和群众代表，得到大
家的支持。每月5日，是段李村雷
打不动的主题党日活动。上午，村
里20多名党员群众代表都会准时
来村委会办公室，大到产业结构调
整、村里发展，小到街道绿化，都会
在这一天讨论通过，大家都争相说
着“咱村的那些事”。同时，村里的
财务、土地调整等全村群众普遍关
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也会在公开栏
内进行公开，增加工作的透明度。

“村里的大小事情都由大家集体讨
论通过，对村两委干部进行监督，同
时也密切了干群关系。”李明说。

村里事项民主公开了，得到了
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这是李明能够
得到群众拥护的一个重要原因。“只
要是对工作有利的，对村里发展有
好处的，可以说我在村里是‘说一不
二’”。李明调侃道。虽然这是一句
玩笑话，但也能看出全村群众对村
班子的认可。

有了党员和群众的支持，村里
工作就好开展了。但是如何发展？
怎样发展？发展的方向在哪里？村
里要发展，增加村集体收入是关
键。该村2011年建起的食用菌大
棚由于效益不好，一直是村集体的

“包袱”，李明就从大棚改制开始干
起。经过开会讨论和多方联系协
调，食用菌大棚实现了整体租赁托
管，在节省开支的同时，增加了村集
体收入。同时，村民还可以到食用
菌厂打工，既解决了劳动力问题，又
增加了群众收入。随后，李明又经

过多方协调，把一直闲置的村集体
建设用地租赁出去，进一步壮大了
村集体经济，也为村庄发展注入了
活力。

建设“三同”教育基
地，成立“初心”种植专业
合作社，阔步向前再发展

在李明心里，全国文明村这块金
字招牌既是压力，更是前进的动力。
如何围绕“全国文明村”这个招牌进
一步发展？成了困扰他的一块心病。

2019年 10月，秦皇台乡组织
部分村党支部书记外出参观学习，
在学习过程中，“三同”教育基地让
李明眼前一亮，他联想到村里的实
际，在他心里隐隐感觉到依托“全国
文明村”这张名片和优越的区位条
件，打造一个集民宿、体验、培训为
主的“三同”教育基地应该是一个不
错的方向。

学习回来后，他反复斟酌，查阅
各种资料，并把自己的想法在主题
党日上说了出来，得到了村里党员
和群众代表一致支持。有了党员群
众的支持，李明一下子有了主心骨，
说干就干，他立即把自己的想法向
乡党委政府作了汇报，并得到了乡
里的大力支持。

饿了买个包子吃，累了就在村
办公室的椅子上躺一会，从2020年
4月份筹建“三同”教育基地开始，
到7月建成，李明整整三个月一直
盯靠在村里，有时晚上也不回家。
由于长期操劳，李明在一次协调建
设工作中，突然晕倒，村民急忙把他
送往医院，经查是脑梗，医生非常惊
讶说，这个年龄得这个病的非常
少。而李明只是笑而不答，在医院
住了两天之后，他又执拗地出现在
了基建现场。

2020年 10月，段李村“三同”
教育基地正式投入运营，截至目前，
基地已经接待了德州齐河县选调生
培训班、滨城区选调生理论学习班、

鲁新高端产业园团队拓展等多批
次，培训人数达1000余人。

为了进一步增加群众收入，在
李明的带领下，段李村又成立了“初
心”种植专业合作社，吸引村里群众
成为社员，同时，基地的培训学员优
先入住村里的美丽庭院示范户，直
接带动了村民增收，高标准公墓搬
迁，腾空土地14亩，计划用作“初
心”合作社肉牛养殖场。村子发展
了，环境美了，群众生活更好了，全
村村民的文明素质整体提高了。“不
是我说我们村的群众素质高，他们
是表现在日常言行举止中的。”说起
自己的村民，李明满眼的骄傲和自
豪。在段李村，用“路不拾遗”来形
容村民的素质都不为过，全村村民

“比整洁、比致富、比孝敬、比家风”
的“攀比”蔚然成风，真正形成了比
学赶超的良好风尚。对于李明来
说，村办公室成了他的家，而家却成
了他的旅馆。说起老婆孩子，李明
满是内疚：“对家里亏欠得太多，但
我是一名党员，村里老少爷们信任
咱，咱就得干。”

李明的“折腾”得到了村民的认
可，同样，也得到了上级各部门的肯
定。在他的带领下，段李村获得“全
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又一国字号荣
誉；近日，段李村党支部被省委授予

“干事创业好班子（好团队）”荣誉称
号。面对荣誉，李明并不满足，说起
以后的工作，他心里早已有了思路：
继续以‘三同’教育基地为依托，进
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走村庄建
设与民俗旅游相互促进的路子，把
段李村建设成为一个旅游休闲与民
俗体验的旅游村、美丽村居建设的
示范村。

坐在村办公室里，看着墙上的
党旗，李明底气十足地说，村党支部
就要像磁石一样，把全村群众吸引
在身旁，凝聚在一起，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继续撸起袖子加油干，
把我们“全国文明村”的这块金字招
牌擦得更亮。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
刚 通讯员 胡德民 报道）1月6日，
寒潮来袭，气温骤降，滨城区三河湖
镇机关干部全部下沉一线，走村入
户，到困难群众家中，到农业生产现
场，抗寒潮，送温暖，送技术，发扬

“一线工作法”的优势，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帮助辖区群众解决生产生
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

该镇机关干部在做好前期调查
摸排的基础上，牵头整合梳理镇直
各部门、条线帮困资源和信息，努

力做到主动帮、不遗漏，同时加强
对接协调上级对口部门，确保各类
资金、技术帮扶及时到位。镇民政
所、残联、扶贫办走访辖区特困供
养非贫困户和重残非贫困户，查看
冬季取暖情况，完善台账并送上御
寒物资。镇城建办组织专业人员对
辖区内燃气使用情况进行巡查，切
实确保使用正常和安全；镇总工会
协同市、区农业专家到蔬菜种植专
业村、生产基地进行作物防寒防冻
技术指导，并为农民工工会会员送

去棉鞋和手套。
据了解，该镇把推行机关干部

“一线工作法”作为解决群众反映问
题、落实各项工作计划、扎实推进兴
镇富民工程落实的一项重要举措来
抓，真正做到了机关干部“思想在一
线统一、问题在一线解决、工作在一
线推动、形象在一线树立”，形成了
镇村干部想干事、干成事，群众凝心
聚力谋发展，村风民风逐渐向好的
良好局面。

自 2020 年推行“一线工作

法”以来，该镇全体干部离开办公
室，深入到工程工地、农户家中、
田间地头、沟渠路边、企业车间，
开展现场办公，真正让群众、企业
反映的问题实现了“现场查看、现
场商议、现场解决”。

干部身子沉下去了，工作热情
上来了，群众上访率沉下去了，参与
实干热情上来了，进村入户，闻真
声，听真言，察实情，得到了群众的
交口称赞。

三河湖开展走访活动帮助群众抗寒潮

下洼推广“暖式大棚”为冬枣树御寒

成立农业合作社 建“三同”教育基地 大力发展庭院经济

段李村支书李明实干擦亮全国文明村金字招牌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邵一娟 通讯员 张志刚

滨州日报/滨州网惠民讯（通
讯员 王军 寇慧超 报道）“我们绑
定了电子社保卡，不仅可以帮全家
人交医疗和养老保险，还可以随时
查询社保缴费明细，住院报销更方
便了！”近日，家住惠民县何坊街道
福苑社区的居民马焕峰说，只要拿
手机扫一扫，社保问题全都能搞定。

马焕峰所说的绑定社保卡指
的就是该街道正在大力推广的电
子社保卡。自2020年12月中旬
该工作启动以来，何坊街道以“线
上广泛宣传+线下集中宣传”为着
力点，全面推进工作进展。截至目
前，该街道共签发电子社保卡
5000余张。

据了解，为全面做好推广工
作，该街道在前期通过社区村居微
信群、朋友圈、亲友互相介绍等方
式的基础上，组织各包村机关干部
培训，利用每月的主题党日活动时
间，向群众宣传申领电子社保卡的
好处和作用，指导群众熟练使用，
并通过滨州智慧人社APP的“亲
情服务”协助老年人完成申领。

此外，该街道专门印制有关电
子社保卡知识的宣传册向群众发
放，在人流密集场所设置宣传点，
现场讲解电子社保卡相关知识，积
极引导办事群众现场签领，真正让
群众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社保各
项服务。

何坊“线上+线下”
大力推广电子社保卡

邹平经开区严格督导
落实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市西开展安全生产“大会诊”

滨州日报/滨州网沾化讯（通
讯员 王胜军 蔺国凯 报道）近年
来，沾化区自然资源局始终坚持把
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作为主抓
手，以督考结合强化各部门、人员
责任，聚力建设“六个沾化”。

据了解，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
核工作，不仅仅是简单的“年初下
指标，年终来考核”，更重要的是关
注考核过程，跟踪监测督办。该局
通过一系列重点和专项督查，时刻
对市考区指标、“7+3”重点攻坚任
务进度高度关注，及时了解各科室
的完成情况和存在问题，做好协调
沟通与服务，力争实现“加分指标

超额完成加足分，一般指标全面完
成不丢分，奖励指标努力完成多挣
分”。

为确保市考区指标、“7+3”重
点攻坚任务的落实，该局常年在抓
好对各科室的日常考核外，还采取
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每周分析、
预警分析专项督考、分管领导协调
督考等措施促进工作责任的落实，
并在督考中，及时将结果向局领导
汇报，对完成情况较差、存在问题
较大的科室进行预警，实现“考核
跟着干部走，干部扛着责任走”，有
力推动各项工作有序高效进行。

沾化自然资源局实行
督考结合强化责任担当

1月7日，博兴遇低温寒
潮天气并伴有大风，降温幅
度达 10℃-12℃，最低气温
达零下20℃。

博兴团县委立足实际，
迅速开展“为奉献者送温暖”
行动，组织青年志愿者走上
街头为环卫工人、快递小哥、
外卖员等户外工作者送上围
巾、手套等御寒物品，感谢他
们在极寒天气里为了大家奔
波着、忙碌着、服务着。图为
青年志愿者正在为外卖员系
上“爱心围巾”。（滨州日报/
滨州网通讯员 陈彬 摄影）

爱心送暖
见担当

拍卖公告
受有关部门委托，本公司拟于

2021年1月18日上午9:30在本公司

拍卖厅对执法机关查封的不合格柴油

及纸张各一宗面向社会公开拍卖。有

意竞买者，请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持

有效证件及竞买保证金向本公司咨询

报名。
展示日期：2021年1月11日—1

月13日
报名截止日：2021年1月15日下

午4时
报名地址：滨州市渤海八路527号
联系电话：13506378098

滨州市道勤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1月8日

遗失声明
联系电话：3186726 18654306492

滨州市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社会
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正本丢失，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51371600MJE990846F，
声明作废。

寻找弃婴生父母公告
2016年8月14日在邹平市魏桥镇郑家村捡拾男性弃

婴一名，身体健康。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有
效证件与邹平市民政局收养登记处联系，联系电话：
4267508，联系地址：邹平市城南广场东路167号，即日起

60日内无人认领，孩子将被依法安置。
邹平市民政局
2021年1月8日

姓名：杨守昌，身份证号：372325196407182018，海洋渔业职务船
员证书丢失，证书编号：37232519640718X829，有效期：20160317-
20210316，特此挂失，原证书作废。

声明

滨州日报/滨州网博兴讯（通
讯员 刘思奇 报道）近日，滨州市技
师学院第二届校园文化艺术节闭
幕式暨校企合作深化年联欢晚会
在学院报告厅举行，该场晚会形式

多样，精彩纷呈，包括歌舞、戏曲、
情景剧，为大家呈现了一场非凡的
艺术盛宴。

据了解，晚会还邀请了学院部
分校企合作企业家代表参加。

市技师学院第二届
校园文化艺术节闭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