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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受“霸王级”寒潮
天气影响，各地气温骤降，博
兴县兴福镇工会、团委联合
开展了“为奉献者送温暖”行
动，组织青年志愿者走上街
头走进社区为在寒风中坚守
一线的环卫工人送上御寒物
资，充分表达对奉献者的感
谢和关怀。

图为志愿者正在为环卫
工人们分发精心准备的棉帽
和手套等。（滨州日报/滨州
网通讯员纪泽龙 摄影）

滨州日报/滨州网沾化讯（通
讯员 孟令旭 报道）近日，家住沾
化区黄升镇黄四村的特困分散供
养户王洪义，正穿着该镇统一购
买分发的新棉衣，坐在烧得正旺
的生物质清洁取暖炉旁取暖，脸
上露出开心而温暖的笑容。

据了解，为进一步落实送温
暖抗寒潮行动，做好帮助贫困群

众安全过冬工作，该镇为全镇
556户贫困群众统一采购了600
件御寒棉衣，并安排机关干部和
帮扶责任人深入各村贫困群众家
中走访、帮扶及慰问。送去新棉
衣的同时工作人员还细致询问和
检查了清洁取暖炉具和一氧化碳
中毒报警器的使用情况，确保贫
困群众温暖安全过冬。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邵
一娟 通讯员 翟洪仙报道）为解决
村级班子及村庄发展中存在的问
题，近日，无棣县佘家镇召开
2021年度基层组织建设会议，全
面启动“摸村情、知民意、促发
展”村级精准攻坚工作。

该镇成立了由副科级领导干
部带队的16个工作组，将利用半
月的时间，通过运用“解剖麻
雀”等方法对每个村的组织建设
运行情况进行全方位摸排。

本次摸排实行组长负责制，
细化责任分工，全面抓好落实，
确保工作真正沉得下去，实情摸

得上来，问题解决到位。坚持带
着问题摸排，把群众的真实意
愿、村里的问题矛盾、换届的风
险因素摸透摸实。同时，强化时
间观念，明确时间节点和完成时
限，定期听取各工作组汇报，确
保取得实效。

据了解，2021年，该镇将继
续以“抓党建、夯基础、保稳
定、聚人心”为主基调，在工作
中注重突出“精准”意识，努力
绘就乡村振兴的佘家画卷，继续
擦亮“本草之乡、康养小镇”的
品牌名片。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城讯（通
讯员许家铭 报道）近日，为深入
贯彻落实上级党委政府《关于做
好寒潮天气防范应对工作的紧急
通知》精神，滨城区总工会再次
行动，组织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继续开展“战寒潮 防疫情 送温
暖”活动，为奋斗在防疫一线的
值守人员送上“工会娘家人”的
温暖。

据了解，这次送温暖活动来
到彭李街道新城广场小区，为在
严寒天气中防疫值守人员送去了
棉大衣、手套、酒精等御寒及防
疫物资。该区工会主席史文莲叮
嘱大家做好防疫的同时，要及时
增添衣物，注意防寒保暖，工会
也将持续发挥职能，为打好疫情
防控攻坚战贡献力量。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城讯（通讯
员 苏淑洁 报道）为确保困难群众温
暖过冬，滨城区滨北街道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时刻将群众
所需放在核心工作位置。面对强冷
空气来袭，该街道通过开展入户走
访、检修维护供暖设备、全面排查敬
老院、24小时值班值守等措施，全
力应对恶劣天气，保障群众温暖过
冬。

入户走访，扎实保障重点群体
安全过冬。该街道积极落实“班子
成员包社区，村干部包村干部包村

居，帮扶责任人包贫困户”责任，落
实特困群体温暖过冬工作。重点围
绕取暖设备的运行、用电保障、住房
安全等多方面开展入户实地查看，
宣传防范化解一氧化碳中毒知识，
悉心了解群众的问题及困难，并做
到即问即改，保障群众温暖安全过
冬。

保障气源供给，力保温暖“不断
档”。1月6日，在该街道边家庵村，
户外气温已降至零下15摄氏度，村
民杜立的家中依然温暖如春。这要
得益于今年实施的清洁取暖工程，

家里新安装的暖气，让他在极寒天
气里感受到了舒适和温暖。中国燃
气滨北办事处网格长杨亮说，紧急
抢修电话24小时畅通，一旦有紧急
情况，我们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切
实为广大用户温暖过冬提供用气保
障。

全面排查敬老院，确保老人温
暖过冬。据了解，该街道敬老院共
有180多位老人，为应对突出其来
的极寒天气，该街道敬老院迅速启
动应急措施，全体工作人员不畏严
寒，逐一为老人检查电路、供暖设

备、保温措施等，同时加强对老人的
日常照料，切实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加强值班值守，强化应急处
置。该街道认真落实24小时值班
制度和领导干部在岗带班制度，确
保信息联络畅通。同时，进一步完
善应对极端恶劣天气应急预案，确
保各环节工作到位。目前，该街道
应急救援队伍已进入战备状态，严
阵以待，全力应对恶劣天气。同时，
加强应急物资保障，优化调拨和紧
急配送机制，确保各类物资在紧要
关头调得出、调得快、用得上。

滨北开展关爱行动保障群众温暖过冬

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讯
员 高雷 周伟 白海荣 报道）“医疗保
险太好了，给了我们生活的希望，还
是党的政策好啊！”生活在邹平市孙
镇于何村的段大娘，是一名建档立
卡贫困群众，她患大病住院治疗23
天，医药费应支付22776.31元，在
基本医疗、大病保险及救助等系列
政策保障下，个人仅负担1281.83
元，享受报销比达94.4%，大大减轻
了她的家庭负担。

据了解，2020年邹平市各级政
府共为精准扶贫人员参保缴纳65
余万元保险费，资助低保、特困人员
参保缴纳151余万元保险费。在医
保、民政、扶贫等部门联动、信息共享
机制下，该市精准扶贫2486人、6971

名低保对象和1909名特困人员，全
部实现应保尽保，参保全覆盖。

“用活用好医保政策，让困难群
众看得起病，报销更方便快捷。”该
市医保中心主任石广君介绍，邹平
持续推进医保工作改革创新，健全
完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针对贫困
人口在滨州市外就医不能实现“一
站式”报销等难题，邹平市创新实行

“首报负责制”，让接到首报的保险
公司或镇街代收所有需报销材料，
剩余环节由首报机构帮办代办。一
年来，全市共核查贫困群众医药费
报销和医疗救助待遇落实信息
2600余条，医保扶贫政策全部落实
到位，“一站式”报销方便群众温暖
民心。

“以前要跑好几个窗口，有时一
个多小时也办不完，现在一个窗口
几分钟解决问题，真是太方便了。”
正在医保大厅办理业务的市民曹猛
说。群众的良好体验来自于邹平对
服务流程的优化再造。该市制定实
施医疗保障经办服务办事指南，将
各种证明材料减少50%，办理时限
缩短一半。在医保大厅推行综合柜
员制，实现“一窗式受理、一站式服
务、一单制结算”。同时，实现生育
保险和医疗保险合并，社会化发放
生育保险津贴；居民医疗保险取消
个人账户实行门诊统筹，并把门诊

“高血压、糖尿病”两病纳入报销范
围。另外，除个人账户资金提取等
需现场办理的事项外，其余转院备

案、医保关系转移等10余项医保业
务，全部实现“网上办”“掌上办”，网
办率达90%以上。用手机扫一下二
维码，我们一家四口人医疗保险就
交上了，再也不用去银行了。”韩店
镇大白村村民李强高兴地说。

“守好百姓看病钱，严厉打击骗
保行为。”邹平市医保基金稽核负责
人周鹏介绍。该市创新实施线上+
线下、智能化监管等措施，严厉打击
骗保行为。2020年，共检查定点医
药机构 623 家，约谈限期整改 68
家，通报批评68家，暂停医保服务42
家，解除定点协议21家，以重拳出击、
高压零容忍态势严守老百姓的救命
钱。截至目前，累计追回医保基金
651万元，行政处罚13.2万元。

一窗受理 一站报销 一单结算

邹平密织医疗保障网兜底基层民生

抗寒潮 防疫情

滨城总工会再行动
为防疫人员送温暖

黄升发放600件棉衣
帮助贫困群众温暖过冬

抓党建 夯基础 保稳定 聚人心

佘家启动村级精准攻坚工作

把温暖把温暖
送给奉献者送给奉献者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葛
肇敏 通讯员 李荣新 程志伟 闫安
董高峰 报道）2020年12月30日，
滨城区杜店街道全部完成了马坊、
北任、来家、大张官、邵家等 5 村
1471户拆迁协议的签订；2020年
12月9日晚，市西街道4个小时完
成了宋庄居委会48处院落1.1万余
平方米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的签订，
12月28日晚，完成东韩居委会65
处院落1.3万余平方米协议的签订，
2021年1月5日，完成了西谢居委
会67处院落1.93万平方米协议的
签订……

自2020年12月10日起，滨城
区利用近1个月时间完成了12个
村共2239户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的
签订任务，切实用作风转变，“跑”出
了重点工作攻坚的“加速度”，将过
去平均3天完成一个村居签约提速
到1-2天，甚至半天完成。

2020年，滨城区立足“聚焦争
先进位，全面走在前列”的工作定
位，拿出“开局就是决战，起步就是
冲刺”的干劲作风，把城中村改造作
为改善民生工作的重中之重，创新
思路、担当作为、强势推进。截至目
前，全区完成40个村居的协议签
订，共涉及7727户、7430处院落、
房屋面积达253.88万平方米，其中
27个村居已拆除完毕。

坚持新理念开创城改
新局面，最大限度让利于民

作为城市主城区，滨城区始终
把城中村改造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和
头号民生工程来抓，根据新形势、
新任务、新要求，该区全面启动城
中村改造三年集中攻坚行动，坚持
突出重点、分类施策、先急后缓、
全面攻坚的标准和原则，将利用三
年时间完成116个城中村改造任
务。

工作中，该区始终坚持科学城
改、人民城改、阳光城改和法治城
改的理念，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
结合村情、房情、区位等差异，统
筹谋划，统一标准，科学制定《滨
城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指导办
法》，最大程度地发挥国家和省、
市政策“工具包”效应，最大程度
地替群众算利益账，从房屋测量、
签约、安置区选址及建设等各个环
节，耐心倾听群众意见，悉心了解
群众诉求。

在实施过程中，该区严格做到
阳光操作、公开透明，将公平正义贯
穿到城改每个环节，严格政策底线
不变通，从房屋测量、补偿测算到方
案制定，数据、标准全部公开，聘请
专业律师团队全程跟进，从摸底调
查、方案制定、业务培训到疑问解
答、问题处理，均用法律法规予以解
释，让每个环节都在阳光下进行，始
终坚持“一把尺子量到底”“一个标
准评到底”“一个算盘算到底”，坚决
做到改造前广征民意，改造中最大
让利，改造后群众满意。

“工作推进中，我们坚持‘为
民城改’，坚持党建引领，坚持公
平公正公开，坚持严字当头依法依
规行事。始终把群众的利益考虑在
前面，以真心换取群众的理解，以
公平消除群众的疑虑，用实干赢得
群众的支持，为群众算好‘经济账

’，最终实现群众从‘要我签’到
‘我要签’的转变，让城改工作有
速度更有温度。”杜店街道办事处
主任王忠新说。2020年，为加快渤
海先进技术研究院、魏桥国科研究
院、“三院”等重点项目建设，该街道
如期完成10个村同拆任务。目前，
欧亚达家居广场等知名商业品牌抢
滩入驻，街道正加快推进“腾笼换
鸟”，建设产教融合型、实业创新型

“双型”城市的步伐。

坚持精细研究精准施
策，让惠民标尺不差毫厘

在整个城改工作中，滨城区始
终坚持让利于民、阳光操作、走群众
路线，精准摸底、精确研究、精细操
作，做到充分酝酿、综合研判，科学
决策、民主决策。

2020年初，该区在全面做好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基础上，科
学安排，精心组织，坚持不与民争
利，最大限度让利于民，创新破解入
户复核难题，利用录像、照片、卫星
影像等资料集思广益，全面完成列
入计划的49个村居的测量工作。
其中，对计划拆迁的近万处院落逐
一进行复核认定并评估测算，实现
已完成拆迁的4600余处院落在认
定及测算结果上无一差错。

城改指挥部拆迁安置、开发建
设、规划等各工作组主动攻坚、担当
作为。其中，测量组、评估组、复核
组、验收组每天对提出测量、评估、
复核、验收申请的居民上门服务，对
于前来咨询的居民热情接待，耐心
解读方案政策，确保签约工作稳步
推进。

据滨城区市西街道政法统战委
员刘四忠介绍，街道采取“一个项

目、一套方案、一套班子、一抓到底”
的“四个一”工作法，全方位做好城
中村改造工作，为南海生态湿地、南
环河水系等重点项目工程的建设推
进，提供充足的空间保障和载体支
撑，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自2020
年3月至今，该街道完成鳌头周、洼
于、菜园李等14个村居2091处院
落共计61.3万平方米的城中村改造
工作。

坚持高标准建设城改
安置区，合民意称民心

近年来，滨城区在棚改城改过
程中，始终坚持拆建同步，高质
量、高标准推进安置区建设。总投
资近100亿元、总建筑面积达260
万平米的10大棚改安置区由央企
领衔建设，目前已全部建成，即将
全部分房入住。其中，2018年3月
30日同时开工的北海新城、白鹭
水岸、滨河新苑、北镇新苑、凤湖
新城、凤湖景城六大集中安置区已
基本完工，北海新城安置区分房工
作正在进行。白鹭水岸、滨河新苑
二期工程主体施工已经基本完成。

2020年，该区共规划了16个
城改安置区，根据居民意愿，坚持
严标准、高起点建设，好地段安
置，让群众实实在在地看到城中村
改造带来的变化和实惠。同时，为
保证安置楼建设进度，保障群众的
利益，该区坚持就近集中安置原
则，采取“同步拿地、同步规划、
同步施工、同步拆迁”的城改新模
式，2020年开工建设的鳌头周、
洼于、新四村、张皮等安置区均采
取该模式，真正让城改工作合民意
称民心。

以“硬作风”跑出“加速度”，2020年完成40个村居拆迁协议的签订

滨城坚守惠民初心开创城改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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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委员会开户许可证正本丢
失，核准号：J4663000235902，
声明作废。

中国共产党滨州盐业公司
委员会办公室公章，编码：
3723013000608，因印章遗失，
声明作废，且寻回后不再使用。

滨州盐业公司发票专用
章，编码：3723010052455，因
印章遗失，声明作废，且寻回后
不再使用。

滨州盐业公司发票专用
章，编码：3723010041953，因
印章遗失，声明作废，且寻回后
不再使用。

滨州盐业公司现金收讫
（二），编码：3723010007369，
因印章遗失，僧明作废，且寻回
后不再使用。

滨州盐业公司合同专用
章，编码：3723010007463，因
印章遗失，声明作废，且寻回后
不再使用。

滨州盐业公司公章，编码：
3723010005263，因印章遗失，
声明作废，且寻回后不再使用。

滨州盐业公司制盐公司公
章，编码：3723010032752，因
印章遗失，声明作废，且寻回后
不再使用。

中国共产党滨州盐业公司
委 员 会 公 章 ，编 码 ：
3723010004400，因 印 章 遗
失，声明作废，且寻回后不再
使用。

寻找弃儿生父母公告
2006年11月24日在博兴县湖滨镇鲁祝村捡拾男性

弃婴一名，身体健康。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
有效证件于2021年3月8日前与博兴县公安局湖滨派出
所联系，联系电话：2168200，联系地址：博兴县公安局湖滨

派出所。即日起60日内无人认领者，将被依法安置。特此公告
博兴县公安局湖滨派出所

2021年1月11日

滨城瑞慷医院（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52371602MJF001712L），
经理事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登记，并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
向本组织清算组申报债权，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特此公告
滨城瑞慷医院

2021年1月11日

注销公告

滨州日报/滨州网惠民讯（通
讯员 姜文丽 报道）近日，惠民县
皂户李镇王家社区河西卢幸福院
正式运营。幸福院内环境清幽，
布置整洁，设有厨房、餐厅、活
动室等，最大限度满足老人们休
闲、娱乐、餐饮等多方面需求。

当天，工作人员早早着手为
老人们准备午餐，餐厅里热气腾
腾饭香扑鼻，幸福院里一片喜气

祥和的气氛。
据了解，河西卢幸福院秉承

着“尊老爱老敬老，为党和政府
分忧，为长者解愁”的服务理
念，大力弘扬“孝道”文化，努
力将养老院打造成为老年人颐养
天年的幸福乐园，让老人们真正
实现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
所乐。

河西卢幸福院正式运营
敬老爱老氛围更加浓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