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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城讯（通讯
员 张建芳 报道）近日，滨城区市东
街道召开贯彻落实省市区统筹疫情
防控和经济运行工作会议，认真学
习了省委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运行
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关于印发
2021年春节期间新冠肺炎等重点
传染病疫情防控工作方案的通知》，
安排和部署了当前做好疫情防控重
点工作。

当前疫情防控形势复杂严峻，
再加上冬季是新冠疫情和流感等疾
病双叠加的危险期，保持疫情防控
成果，防止疫情反弹的任务繁重，经
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疫情

防控任务艰巨，该街道将始终把疫
情防控作为当前工作的头等大事来
抓，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
抓紧抓实抓细常态化疫情防控。

据了解，为严格做好疫情防控
各项工作，该街道专门研究制定出
台了八项举措：即严格落实24小时
应急值班工作制度，迅速展开全面
排查和重点管控工作，规范银行、医
院、超市等公共场所疫情防控措施，
在学校、超市、商场等重要部位、岗
位做好双测体温和信息采集工作。
持续加大对冷链食品和进口非冷链
物品检查检测力度，细化冷链从业
人员疫情防控相关措施。严格做好

返乡务工人员、返乡学生特别是省
外重点地区外来人员的精细排查工
作，随时掌握人员动向，持续落实重
点人群例行核酸检测制度，坚决避
免漏报、漏管、漏防。持续加强对人
员密集场所的监管，严控各类大型
聚会，严防发生聚集性疫情，确保万
无一失。同时，要加快疫苗接种进
度，做好重点人群的接种工作。建
立完善联控联动机制，全方位做好
人员、设备、物资、场所的应急储备，
确保关键时候拉得出、靠得住、用得
上。

另外，该街道还将加强宣传，坚
持预防为主，提醒群众公众场合佩

戴口罩，减少外出不聚集。各社区
站所压实责任，强化督导，各网格员
要保持信息畅通，24小时值班值
守，不留盲点、不出漏洞，坚决筑牢
疫情防控防线。

疫情就是命令，形势决定任
务，行动落实成效。市东街道将时
刻保持高度警觉警惕，毫不放松，
确保工作方案、应急预案、物资储
备、人员资金保障“四个到位”，
确保各项防控措施不折不扣落到实
处，为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经
济社会有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城讯（通
讯员申树人 张梅生报道）近日，
滨城区滨北街道疫情防控专班分
秒必争，立即行动，对辖区内的
宾馆、商场、药店、农贸市场、
社区服务中心、小区村居进行重
点排查，着力督促各单位细致做
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

督导专班着重检查各经营场
所酒精和体温计等防疫物资是否
齐全、门把手扶手等是否按时消
毒、出入登记表是否按规定填
写、日常经营是否佩戴口罩、疫

情防控通知书是否张贴到位、“1
米线”间隔是否严格执行、外来
或返乡人员是否真实登记等情
况，针对排查出的问题，立即下
达整改意见书，督促整改落实。

当前，疫情防控形势复杂严
峻，该街道将进一步提高认识，
严格按照省市区疫情防控要求，
加大检查力度，务求实效高效，
把各项防控措施落实到位，坚决
筑牢疫情防控的“铁篱笆”，保护
人民健康安全，保持经济社会有
序发展。

滨州日报/滨州网无棣讯（通
讯员 郭虹 刘占兵 张海鹰 报道）1
月11日，无棣县市场监管局坚持
预防为主，提前开展餐饮服务接待
单位食品安全集中检查行动，全力
保障县“两会”期间餐饮食品安全。

高度重视，周密部署。该局成
立餐饮服务食品安全保障工作领
导小组，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
和应急预案，明确具体任务和措
施，并调派8名执法人员进行全程
驻点监管。

压实责任，规范操作。该局分
别与各餐饮接待单位签订《餐饮服
务食品安全承诺书》，进一步压实
主体责任，并要求各接待单位提前
制定每餐菜谱，报辖区市场监管所

备案，严格落实食品安全操作规
范。

提前检查，消除隐患。由分管
领导带队对4家餐饮服务接待单
位进行督导检查，重点对食品原料
采购、进货查验和索证索票、食品
制作加工、从业人员健康证明、餐
饮具清洗消毒、食品留样等环节进
行集中检查，现场培训餐饮服务食
品安全相关知识，对存在的安全隐
患提出整改意见，并责令立即整改
到位。

此外，无棣“两会”期间，该局
将采取24小时全程驻点保障措
施，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监管职责，
指导分餐制供餐，严格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保障县“两会”顺利召开。

无棣市场监管局督查落实
县“两会”餐饮用品安全

滨北加强重点场所巡检
筑牢疫情防控“铁篱笆”

滨州日报/滨州网沾化讯（通讯
员 田钊硕 刘腾飞 报道）2020年以
来，沾化区富源街道将冬枣产业发
展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大力实施冬枣品质提升工程，推广
新技术、新模式，大力发展设施栽
培，全力打造特色产业创新发展的
齐鲁样板。

以点带面，推动产业
辐射化发展

该街道结合冬枣种植现状，聘
请同圆设计院专家进行冬枣产业发
展规划，打造北、中、南三大冬枣片
区，“牵手”枣农搭就致富路。其中，
小房田园综合体（一期）作为北部精
品冬枣片区中心区域，总投资300

万元，以旅游采摘、农家乐为主题，
种植“沾冬2号”200亩，建设大棚
50个，同步种植蒲公英200亩，其
中，高标准大棚4个、标准大棚40
个、冬暖大棚6个，着力突出乡村旅
游、精品冬枣特色。

今年，该街道投资200余万元
高标准建成占地2万平方米的大王
冬枣示范园，新建示范园 1000
亩，投资130余万元建成杏行冬枣
实训基地、冬枣广场，建设冬枣出
口基地并已获得出境许可。建立中
国科学院博士后工作站，引进新技
术、新模式，能够辐射带动周边
5000余亩冬枣提质增效，带动周
边1500余名枣农实现每亩地增收
2000元以上。推广实施水肥一体
化、“深开沟”沃土工程、疏密间
伐、无纺布覆盖等10项新技术，
安装绿盲蝽蟓诱捕器、太阳能杀虫
灯等绿色防控措施。截至目前，实
施冬枣水肥一体化360亩、沃土工
程721.8亩，发展设施栽培705亩，
改良“沾冬2号”710亩。

科学规划，助力产业
一体化发展

该街道冬枣种植总面积约1.1
万余亩，总投资1000万元高标准打
造三大冬枣片区，投资300万元打
造北部罗家小房精品冬枣片区，以
小房田园综合体为中心，面积4000
亩，注重沾冬二号大范围推广，突出
乡村旅游特色，打造成精品冬枣示
范区。投资500万元打造中部大王
魏家桥出口基地片区，以大王冬枣
示范园为中心，面积5000亩，突出
旅游采摘、富硒冬枣等特色，规划建
设冬枣出口包装加工区，与跨境电
商大龙网合作，打造冬枣出口基
地。投资200万元打造南部车王、
苏王品牌冬枣片区，以福田合作社、
嘉阳家庭农场为中心，面积 2000
亩，突出新技术集成应用，实现食品
安全全产业链可溯，打造冬枣食品
安全品牌示范区。

据统计，2020年，富源街道冬枣年
产量达2262万斤，年产值达1.2亿元。

奖补先行，实现产业
信息化发展

为提高枣农发展设施栽培改良
“沾冬2号”的积极性，该街道大力
推行奖补政策，冬枣大棚棚高4米
以上，新增一亩冬枣大棚补贴2000
元，核心区新增一亩冬枣大棚补贴
5000元，展示区新增一亩冬枣大棚
补贴7000元，新嫁接“沾冬2号”一
亩奖补500元，确保2021年6月新
增冬枣大棚1000亩，实施水肥一体
化1000亩，改良“沾冬2号”1000
亩。同时，加快推进营销电商化，有
计划地组织电商培训，强化与天猫、
京东等电商平台的联系对接，进一
步推动冬枣线上销售。探索与途
牛、携程等旅游平台合作，宣传带动
冬枣采摘、生态观光旅游，进一步促
进农民增收。

此外，该街道充分利用出口级
冬枣示范基地，推动传统销售模式
与新兴销售模式紧密结合，实现线
上线下同步销售，使冬枣真正成为
带动群众增收的“致富果”。

沾化富源街道推广设施栽培提升冬枣品质

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
讯员 李蓓蓓 报道）连日来，面对
复杂的疫情防控形势，邹平市明
集镇不断提高思想认识，切实增
强风险防范意识，多措并举，全
力以赴阻断疫情传播路径，毫不
松懈拉紧疫情防控这根弦。

加大安排部署，吹响疫情防
控“集结号”。该镇召开疫情防控
工作部署会议，传达上级相关疫
情防控工作文件精神，分析目前
疫情防控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
安排部署流动人员摸排、个人科
学防护、患病就医就诊等相关工
作，深化细化工作措施，压实压
紧防控责任，确保疫情防控各项
工作有序有力开展。

加强宣传引导，凝聚疫情防
控“合力”。该镇通过微信公众
号、村居大喇叭、张贴疫情防控
明白纸、宣传画等方式，加大镇
村疫情防控宣传力度，引导群众
加强安全意识，自觉做好个人防
护，坚决做到不聚集、不聚餐，
形成全民防控的巨大合力。

抓好督导检查，筑牢防控安
全“防火墙”。该镇持续加强对村
居、企业等重点场所的督导力
度，认真检查防疫制度落实情
况，做好流动人员的摸排工作，
建立疫情防控督导台账，严格做
到问题早发现、早汇报、早处
置，不断加大力度筑牢疫情防控
安全“防火墙”。

明集加强督导检查
建起疫情联控“防火墙”

市东落实八项措施严格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在领导眼里，她工作能力强，有
责任心；在同事眼里，她业务水平
高，工作细致扎实；在贫困户眼中，
她是他们的“贴心人”，更是“娘家
人”。大家眼中的她，就是五年如一
日坚守在脱贫攻坚第一线的滨城区
秦皇台乡扶贫办常务副主任张莉。

1月8日一大早，张莉就来到了
单西村贫困户王继顺家中，了解他
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所需，并不停叮
嘱：“天太冷了，这几天不要出门，有
什么需要，一定要给我打电话。”随
后，她又马不停蹄地赶到下一个贫
困户家中走访。

凡是和张莉打过交道的人，都
能感受到她身上总有一股使不完的
劲儿。

凡事都要弄个明白，
同事笑称她是一本扶贫
“活账本”

“无论干什么工作，都必须是个
‘明白人’，这样才能把工作做好。”
这是张莉在工作中一直坚持的工作
原则。在她看来，脱贫攻坚工作成

效贵在精准，基础数据一定要准确，
这样才能更好地落实扶贫政策，措
施才有针对性。

在刚接手脱贫工作时，面对各
村上报的贫困户基础信息，张莉总
是对这些报表“不放心”，她决心一
定要把每户的情况弄清楚。早上七
点到村，中午在社区吃饭，下午一直
到六点；每天走访完成后，晚上到办
公室整理入户信息。仅用10天时
间，张莉就完成了全乡贫困户的走
访，掌握了第一手资料，这次走访也
为以后脱贫工作奠定了基础。

业务水平高是大家对张莉工作
的一致评价。在她办公室的抽屉里
有一个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地记
录了各级的帮扶政策和会议要求。

“扶贫工作政策性强，内容多，涉及
面广，对于一个扶贫干部来说，熟记
这些是‘基本功’。”张莉笑着说。为
了能尽快掌握这项“基本功”，张莉
拿出了上学时的劲头，每天反复学
习会议文件和扶贫政策，记不住就
写，最终做到了“烂熟于心”。同时，
对于全乡每个贫困户的家庭情况、
享受政策、致贫原因等信息，她早已
是“张口就来”，同事都笑称她是一
本扶贫“活账本”。

因人帮扶因户施策，
372个建档立卡贫困户成
了她的“心上人”

为了最大程度帮扶贫困户，张
莉每天都忙得像个陀螺，马坊村丁
培元、郭王村魏名田需要办理慢性
本；单西村赵树芳需要危房改造；35
个在校生需要核对教育补助落实情
况；7名精神病患者需要联系医院
等，在张莉的包里有个贫困户帮扶
需求记录本。为了让贫困户对于相
关扶贫政策应享尽享，她把每个需
要帮扶落实的政策记下来，一项一
项对照，逐一落实。“有时晚上睡觉
心里想的都是贫困户，想到什么有
关的事赶紧爬起来用笔记下，生怕
第二天忘了。”张莉笑着说。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张
莉深知政策扶贫只是兜底保障，要
想真正摆脱贫困，必须找准致贫原
因，对症下药。在走访中，张莉就和
贫困群众谈心，帮助他们分析致贫
原因，寻找脱贫方法，制定脱贫计
划，在充分尊重贫困户意愿的基础
上，积极为他们寻找就业或致富门
路。

贫困户孙玉站，因车祸造成肢
体残疾，失去劳动能力，全家的重担
都落在妻子身上，张莉在了解情况
后，积极协调村里将其纳入贫困户，
并帮助他制定了养殖脱贫计划；村
民林俊秀因病致贫，还有个“不务正
业”的儿子和智障的儿媳妇，张莉在
了解到情况后，积极协调村“两委”
和中心幼儿园，为她儿子找了一份
保安的工作，让她有了一份稳定的

收入……像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
每当得到领导的肯定和贫困群众的
赞扬时，张莉总是笑着说：“这是我
的本职工作，应该的。”

除了这些“分内”的工作，张莉
还对贫困户开展精神扶贫。“俗话说

‘人穷志短’，对于贫困家庭来说，他
们的心理很脆弱，有的甚至对生活
几近失望。”每当听到他们讲述自己
的不幸时，张莉心里很不是滋味。
对此，在落实各项脱贫措施的时候，
张莉十分注重对他们的心理疏导，
宣传党的好政策，帮助他们重拾信
心。

一心扑在扶贫工作上的她，对
贫困群众全心全意的付出，赢得了
大家的支持和赞誉。然而，对于家
人，她的心里却总是充满歉疚。大
女儿在今年的高考报名中，因为她
的疏忽差点错过，在和孩子挂断视
频的那一刻，平时坚强倔强的她，控
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像个孩子一样
哭了起来。每当说起这件事，张莉
的眼里总是噙着泪花，总是自责不
是一个称职的妈妈，连大女儿高考
报名的事儿都能疏忽，更别说接送
二女儿上学和照顾家庭了。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
碑。无论走到哪个村里，群众看到
她都亲切地拉着她的手，“张莉，
来，进屋坐坐……”每当这时，张
莉都感觉到满满的成就感！

五年如一日，被笑称扶贫“活账本”，秦皇台乡372个贫困户成了她的“心上人”

扶贫干部张莉坚守初心真情书写脱贫故事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邵一娟 通讯员 张志刚

为让“国粹”中医药更大程度
惠及群众，无棣县各镇街卫生院
均建立起高标准的国医堂，促进
治未病专科建设，让广大群众享
受到“简、便、廉、验”的中医药特
色治疗服务。

目前，该县已建成国医堂 14
处，率先实现城乡全覆盖，被评为

“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县”，
该县水湾镇曾被授予“山东省中
医药文化建设示范单位”荣誉称
号。图为 1 月 12 日，水湾镇中心
卫生院的工作人员正在国医堂忙
碌。（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高
士东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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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服务中医药服务
更利民更利民

滨州日报/滨州网博兴讯（通
讯员 王志胜 报道）冬季是一氧化
碳中毒的高发季节，为了保障农
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1月 12
日,博兴县吕艺镇为422户享受政
策的贫困户免费发放、安装了一
氧化碳报警器。

工作人员在发放安装过程

中，逐户宣传冬季燃煤取暖炉具
安全使用的注意事项，向村民细
致讲解一氧化碳报警器的功能和
好处，以及预防一氧化碳煤烟中
毒的急救常识，同时耐心给村民
演示报警器的使用方法，确保群
众平安温暖过冬。

吕艺镇入户安装报警器
保障贫困群众安全过冬

遗失声明
联系电话：3186726 18654306492

滨州树意商贸有限公司公
章，编码：3723013039868，
因印章遗失，声明作废，且寻回

后不再使用。
滨州树意商贸有限公司财

务 专 用 章 ， 编 码 ：
3723013039869，因印章遗
失，声明作废，且寻回后不再
使用。

2014 年 9月 20日在
阳信县温店镇黑张村捡

拾女性弃婴一名，身体健康。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
人持有效证件与阳信县民政局
联系，联系电话：8262006，联系

地址：阳信县阳信六路 567-2
号。即日起60日内无人认领，
孩子将被依法安置。

阳信县民政局
2021年1月14日

寻找弃婴生父母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