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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向春 通讯员 王宝峰 报道）
近日，市美协发布“滨州市第二
届美术新人新作展”征稿启
事。此次展览由市文联主办，
市美术家协会、沾化区委宣传
部承办，暂定 6 月份在沾化区
开幕。

征稿要求：参赛画种为中
国画、油画、水彩画、雕塑、版
画、粉画、漫画、设计、综合材料
等画种；作品要求为近两年来
没有参加过全国、省、市大展的
新作；国画作品尺寸最大宽幅
不超过 2 米，油画及其他画种
作品（含外框）最大宽幅不超过

2米。
截稿日期为4月10日。本

次展览展将展出作品100幅，评
选优秀作品40幅，入选作品60
幅。画展同时编辑出版《第二届
滨州美术新人新作展作品集》。
入展作者由市美协颁发入展证
书，并作为滨州市美协入会条件
之一。

扫码查看更多内容

滨州市第二届美术
新人新作展开始征稿

孝老爱亲孝老爱亲

杜延军:好儿媳用柔弱双肩扛起家庭重担
杜延军，女，1977 年 4 月出生，滨城

区杨柳雪镇政府工作人员，中共党员。
6年前，杜延军的丈夫去世，一家人悲痛
万分，但面对年迈的公婆和年幼的孩
子，她只能让自己变得坚强，扛起家庭

重担。2017年，婆婆因摔伤躺了整整一
个月，吃饭穿衣都需要她照顾。由于婆
婆行动不便，消化不好，她特意为婆婆
单独做饭，少食多餐。婆婆经常生病，
每 次 都 是 她 忙 前 忙 后 在 身 边 伺 候 。

2018 年年初，杜延军母亲查出胃癌晚
期，在母亲生命的最后时光，她白天照
顾母亲，到了晚上十点多再开车回家，
早上还要给儿子做饭，送孩子上学。那
一段时间，她常常在来回的路上开着车
哭。为了家，她婉拒了一波又一波前来
提亲的好心人。她说，虽然这样自己会
更苦、更累，但是看到老人和孩子的时
候觉得一切都值了。

见义勇为见义勇为

王曙光、郭清华：供电公司职工临危不惧深夜救火
王曙光，男，1965 年 9 月出生，

国网博兴县供电公司陈户供电所
台区经理，中共党员；郭清华，男，
1965年1月出生，国网博兴县供电
公司陈户供电所台区经理。2020
年 8 月 30 日凌晨 2 点，王曙光和郭

清华正在所内值班，突然听到窗外
传来“救火呀，救火呀”的喊叫声，
两人立即跑出去查看情况，发现附
近的仁和超市正冒出阵阵浓烟。
他们一看情况危急，便迅速跑回所
内，从所里拿着 6 个灭火器直奔着

火现场。当时超市内全是黑烟，并
且向外吐着火舌。滚滚浓烟呛得
人无法呼吸，郭清华赶紧找来湿毛
巾给自己和王曙光系上。经过二
十多分钟的努力扑救，火势终于得
到了控制。他们从超市出来时已
经被浓烟熏得分不清是谁，头发里
散出一股烧糊的味道。由于灭火
及时，仁和超市挽回损失6万多元。

敬业奉献敬业奉献

王玉海：在企业发展中勇于创新和担当
王玉海，男，1979年9月出生，中海沥

青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常务副总经
理，中共党员。王玉海不断寻求创新发
展，组织成立了公司电商攻坚小组，积极

配合搭建电商平台。2019年7月，作为中
国海油电商平台首批上线店铺，“中沥店
铺”完成了首单线上交易。2019年12月，
中沥电商平台营业额突破亿元，打破了传

统的销售模式，为实现精准营销、加强终
端开发奠定了坚实基础。疫情期间，在得
知北京市政路桥公司关于“小汤山”医院
道路路面修整需求计划后，王玉海立即安
排生产，及时协调各方，克服交通限行，分
两批次急调300余吨“中海油36-1”沥青
供货北京“小汤山”项目，助力首都战“疫”
生命线。

助人为乐助人为乐

孙庆田：“的哥”临危不乱争分夺秒送儿童就医
孙庆田，男，1970 年 8 月出生，惠民

县乐安出租公司出租车驾驶员。2020年
5月4日上午9时左右，孙庆田开着出租
车行至县城环城南路时，一位母亲抱着
在其怀里痛苦挣扎的孩子焦急万分地上

了车。经询问，1 岁男童误食了 84 消毒
液，情况危急。孙庆田马上凭借在日常
培训中掌握的急救知识，提醒孩子妈妈
让孩子趴卧，以防消毒液流入孩子肺部
加重病情。与此同时，他立刻拨打了110

寻求帮助。在滨惠大道与黄河五路交叉
口，孙庆田将孩子快速转交给交警，让交
警将孩子送往滨医附院抢救。从惠民到
滨州平时40分钟的车程，孙庆田仅用了
20分钟，上演了一幕生命与时间的赛跑，
为孩子成功脱险赢得了宝贵时间。5月
7日，孩子父母向孙师傅送上“人间温暖，
尽在乐安”的锦旗表示感谢。

何建，男，1981 年8 月出生，邹平市
中医院基建科副主任，中共党员。2020
年 12 月 4 日下午五点多，何建和妻子
走到鹤伴一路农信社附近时发现地上

有个红色的包，捡起来一看，里面竟然
有一万多块钱。想到失主丢了钱肯定
很着急，他们就一直在原地等。天气
寒冷，他们等了很长时间也不见失主

来寻。当时捡到红包的地方正好停着
一辆汽车，上面还有挪车电话，何建试
着把电话打了过去，当时接电话的是耿
先生的女儿，经过核实，钱确实是她的
父亲丢的。12月7日上午，失主带着一
封感谢信和写有“拾金不昧 品德高
尚”的锦旗来到邹平市中医院向何建
表示感谢。

何建：拾金不昧显美德

诚实守信诚实守信

2020年12月份“滨州好人”事迹简介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葛肇
敏 通讯员 张帅 报道）自今年1月4
日起，我市正式启动新离婚登记程
序。1月4日当天，全市受理离婚登
记申请66件。截至1月8日，我市
婚姻登记机关共受理离婚登记申请
192件，撤回离婚登记申请4件。

新离婚登记程序启动后，与以
往离婚登记程序最大的不同，就是
启用了《民法典》里增设的“离婚冷
静期”——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
婚登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任何
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
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

那么，“冷静期”的意义何在？具
体如何实施？对离婚当事人而言有
怎样的影响？日前，记者采访了市民
政局相关负责人，请他予以解读。

“‘冷静期’顾名思义，是指在协
议离婚时，给双方当事人一段冷静

思考的时间，之后再决定是否离
婚。这样设置主要是为了防止轻率
离婚，减少‘冲动型’离婚现象。”市
民政局社会事务科工作人员说。

从我市近十年的离婚登记情况
来看，2011年我市结婚登记和离婚
登记的数量分别为38967对和4921
对，2019年分别为19581对和8348
对，2020年分别为18798对和7173
对。虽然婚姻登记量的变化是一种
复杂的社会现象，影响因素很多，但
是离婚登记量呈现明显增长趋势，
这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

市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为了减
少不理性离婚现象，近年来民政部门
也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2016年2
月1日施行的《婚姻登记工作规范》
中，在以往的离婚登记程序上增加了
询问笔录的程序；同时，积极推行婚姻
家庭辅导服务，开展专业化的干预。

“这次《民法典》中规定的‘离婚
冷静期’的施行，从制度上进行了设
计，执行上更有力、有效。其次，对于
一些政策型的离婚也可起到一定得
遏制作用。”市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

“实施‘离婚冷静期’可以给有挽救可
能的婚姻多一次机会，但本质上依然
坚持婚姻自由的原则。另外，‘离婚
冷静期’仅适用于协议离婚的情形，
诉讼离婚并不适用于冷静期制度。”

《民法典》新规施行后，办理离婚
登记有“两个期间”需要明确——“冷
静期”和“登记发证期”。冷静期的定
义为：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
申请并向申请当事人发放《离婚登记
申请受理回执单》之日起三十日内为
冷静期。登记发证期的定义为：自离
婚冷静期届满后三十日内为登记发证
期。《民法典》第二百零一条规定：“按
照年、月、日计算期间的，开始的当日

不计入，自下一日开始计算”；第二百
零三条规定：“其间的最后一日是法定
休假日的，以法定休假日结束的次日
为期间的最后一日”。所以，不同人在
不同时间段申请离婚，会存在冷静期
与办理期有一部分超出30日的情况。

《民法典》规定，办理流程增加离
婚登记申请。自愿离婚的，夫妻双方
签订书面离婚协议，共同到婚姻登记
机关提出申请，现场填写《离婚登记
申请书》。审核通过，双方领取《离婚
登记申请受理回执单》，冷静期结束
后，在登记发证期间共同到婚姻登记
机关办理离婚登记。此外，还增加了
撤回离婚登记申请程序，冷静期内任
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向受理离婚
登记申请的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
登记申请，现场填写《撤回离婚登记
申请书》，审核通过后领取《撤离婚登
记申请确认单》，离婚程序终止。

我市1月4日起正式启动新离婚登记程序

办理协议离婚有了30天“冷静期”

官方确认！
全民接种疫苗，
全部费用政府出！

1月 9日上午，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举行发布会，介绍近期
疫情防控和疫苗接种有关情
况。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
表示，我国将全面有序地推进高
感染风险人群、高危人群和普通
人群的接种工作，并实施全民免
费接种。

疫苗接种个人不负
担费用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相关负
责人表示，附条件上市以后疫
苗免费接种是在居民知情、自
愿情况下，企业按议定的价格
提供疫苗的费用，加上我们接
种服务等全部的费用，将由医
保基金和财政共同负担，居民
个人不负担费用。

通过主要动用医保基金滚
存结余和财政资金共同承担新
冠疫苗及接种的费用，不影响
当期医保基金的收支，也不会
影响大家的看病就医的待遇。
从长远看，实行全民免费接种
疫苗有利于快速建立免疫屏
障，维护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和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从而
进一步的促进医保基金长期可
持续的运行。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
负责人表示，从12月15日启动
的重点人群新冠疫苗接种过程
中，我们要求各地参照核酸检测
应检尽检的模式，由各级政府组
织和安排费用保障，推进新冠肺
炎疫苗的接种。个人不承担疫
苗的成本和接种费用，也就是说
免费包括了疫苗的成本费用和
接种费用。

过程中我们也曾经发现个
别地方有收取个人费用的情况，
我们都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综合组的名义发文要求立即整
改。

倡导在工作地过年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

任曾益新表示，要引导错峰出
行和线上消费，优化和错峰安
排学校寒假放假、春季开学的
时间，倡导在工作地过年，尽
可能减少人员流动，严控交通
客流，提高人员通行的效率，
对会议活动、景区参观旅游等
各种公共场所都要严格遵守各
地的相关规定以及对人员控制
的要求。

（来源：综合人民日报客户
端、央视新闻）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胡旭阳 通讯员 张孝伟 报道）为
庆祝首个“中国人民警察节”，
安妮花滨州阅读馆将为人民
警察、抗疫英雄家庭免费提供
价值 100 多万元的线上+线下
启蒙英语年度课，让更多英雄
的子女们能享受到科学、轻
松、高效的英语课程。领取课
程后，安妮花滨州阅读馆还将
附赠两本安妮花专属定制绘
本。

本次赠送活动时间为：2021
年1月10日—20日。赠送对象
为家有3—10岁孩子的人民警
察、军人、消防员、海关人员、安
检人员等。赠送内容为安妮花

双线20课时的正式课程（线上线
下各20课时，价值2880元）。领
取方式：扫码领取（或微信搜索
小程序“安妮花网课”），领取后
会有阅读馆工作人员与您联
系 。 联 系 方 式 ：张 老 师
18769672229。

致敬英雄，庆祝首个“中国人民警察节”

安妮花滨州阅读馆向警察
家庭免费赠送英语课程

遗失声明
联系电话：3186726 18654306492

上海红星美凯龙品牌管理
有限公司惠民分公司于2017年

11月20日开具给AS品牌的质
保金收据丢失，金额为 10000
元 ，编 号 ：03123866，声 明
作废。

寻找弃婴生父母公告
2017年5月16日在

邹平市好生街道办事处
刘桥村捡拾男性弃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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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

本 人 韩 志 燕（身 份 证
372328198602153026）购买滨
州新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2- 1- 1002 房屋，购房收据

（7885256）收据款额贰拾柒万
捌千柒佰捌拾元整。因本人不
慎将此收据丢失，现已登报声明
作废。本人承诺今后由此产生
的责任由本人负责。特此声明！

声明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清
春 通讯员 王慧 报道）近日，滨州经
济技术开发区“濯心励志”廉政教育
展厅正式启用。

馆名“濯心励志”语出经典，“洗
濯其心”语出《大学》，“励志”语出
《警世贤文》。该展厅共设警示警
醒、党建铸魂、立德修身、戮力笃行
四个篇章，与办公区域的“五个硬标
准”、谈话室的“人生七笔账”主题文
化相呼应。整个展厅色彩凝重和
谐，造型生动逼真，综合采用模型展
示、壁画浮雕、LED影视影像、原声
再现等方式，融合各类声、光、电技
术，切实增强了廉政教育的感染力
和震撼力。

展厅紧紧围绕强化以案明纪、
砥砺初心使命、涵育良好家风、奋发
经济强区等重点内容，注重发挥地
域特色，紧扣开发区二十年改革发
展主题，旨在通过展示建党以来的
反腐倡廉道路、贯通古今的廉洁担
当生动案例以及致敬先贤楷模和挖
掘身边的典型违纪违法案例，突出
廉政教育主题，为党员干部接受党
性教育、廉政教育、纪法教育提供新
课堂、主阵地。

下一步，开发区纪工委监察工
委将充分发挥展厅的载体、平台作
用，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参观，实现廉

政教育全覆盖，推动管党治党走向
严紧硬，努力营造巩固风清气正的
政治生态、锤炼彰显纯粹的政治本

色，激活激发干事创业政治动能，为
开发区发展提供坚强的作风保障。

开发区开发区““濯心励志濯心励志””廉政教育展厅启用廉政教育展厅启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