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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装在身，我是百折不挠的人
民子弟兵；脱下军装，我依然还是个
兵。”何同岐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
上，退伍不褪色，“兵”的责任和担当
在他的身上时刻彰显。

何同岐于1990年入伍，在云南、
郑州、西昌都留下了汗洒军营的身影；
2008年转业至滨州市司法局，现任立
法指导科科长。多年来，他恪尽职守，
发扬部队优良作风，连年考核优秀，多
次被推选为“优秀中共党员”。

退伍不褪色，岗位建
新功

从转业时的一般工作人员，到
成长为一名科级干部；从处理办公
室烦杂事务、机关运行保障、车辆安
全运行等工作，到在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中参与省市联合督导
组；从为民务实的“第一书记”到援
疆干部，从综合部门到业务部门，何
同岐处处认真负责，历年都能顺利
完成工作任务，工作十分出色。

何同岐始终把耐得平淡、舍得
付出、默默无闻作为自己的准则，始
终把增强公仆意识、服务意识作为

一切工作的基础。在办公室，他负
责机关的日常行政管理工作，管理
着机关车辆、水电维修、综治安全和
各类会议及各类业务活动的保障工
作，其间从未出过一丝差错。投身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他
热心接待信访群众，对群众反映的
问题依法“析事明理”，迄今已接待
群众来访403起、5000余人次。

在立法指导科，何同岐刻苦学
习、努力突破，实现了由综合型干部
向专业型干部的转型，带领全科同
事完成了《滨州市城市绿地管理条
例》和《滨州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
两部地方法规案起草送审，完成了
《滨州市城市养犬管理办法》起草、
审查和送审工作，与市人大联合完
成了5部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的
清理，进一步发挥了立法对优化营
商环境的作用。

换装不换心，扶贫再
出发

“从市直机关的一名干部变为
农村基层的一名第一书记，工作环
境和对象的不同，使我感到身上的

压力和责任更重，为群众办实事解
难事的心情更迫切，这种心情伴随
我度过了两年的基层工作生活。”何
同岐说。

2015年至2017年，何同岐作为
市派“第一书记”帮扶阳信县商店镇
打磨王村。打磨王村没有集体收
入，长期以来群众思想涣散，是典型
的“难治”村。驻村后，在村干部的
帮助下，他走家串户无一遗漏，通过
开座谈会、实地调研等形式，第一时
间了解了村子的基本情况。为了赢
得群众信任，两年来他坚持吃住在
村里，事事与群众在一起，用实际行
动消除了群众原先对党员干部存在
的偏见。

两年间，何同岐在村里打造了
多项民生工程，与村两委班子成员
积极投入到各项帮扶措施的实施工
作中——打造净化工程，推行环卫
一体化，消灭了村里“三大堆”；打造
亮化工程，安了路灯，照亮了村民的
向往；打造路面工程，解开了群众的
心结；打造基建工程，修渠、改电、挖
湾、打机井，帮扶措施个个扎实。两
年间，何同岐为村里架设了农田灌
溉动力用电线路1300余米，修建了
3240多米的水渠，修建水湾3个，新
打机井10眼，让群众浇地、生产用
电、用水更方便……

经过一年的努力，打磨王村村
两委班子日益健全、制度更加完善，
党员队伍建设有了明显进步。村子
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有了较大改
善，村子的模样焕然一新，群众的精

神面貌和觉悟水平有了较大提升。
村集体安装了太阳能光伏发电站后
有了收入，建起了幸福院，挖了水
库，打了机井，脱贫致富的各项保障
设施得到了保证。此外，为配合村
民自治工作，何同岐还协调派出单
位市司法局为村里援建了法治宣传
广场。2016年，何同岐因“抓党建促
脱贫”工作任务完成出色，被阳信县
委政府授予个人记三等功一次。

援疆守初心，战“疫”
显本色

2019年10月，何同岐响应组织
号召，积极参加司法行政系统对口
援助兵团工作，努力投身到支援边
疆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去。作风扎
实、不畏困苦的他，处处展现出滨州
司法行政干警的良好形象。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来势
汹汹。疫情期间，他积极参加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踊跃向湖北疫
区自发捐款，向组织交纳特别党
费。疫情防控中，他立足自身实际，
积极行动起来，通过多种形式认真
学习中央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指示
精神、部署和要求，始终关注着疫情
发展，通过微信、微博积极宣传中央
和滨州市防控部署。

何同岐说：“一个军人的灵魂并
不会因为退役而褪色，而是会以另
外一种身份支撑着我继续前进。无
论身在哪里，我都会坚守一名军人
的忠诚担当，坚守一名党员的使命
初心。”

■“滨州双拥永远在路上”系列报道之六

何同岐：退伍不褪色 岗位建新功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葛肇敏 通讯员 于伟 刘文彬

···最美退役军人最美退役军人最美退役军人

今年34岁的苏怀兴，是山东京
博中聚新材料有限公司车间副主
任、工程师。工作多年里，他一直坚
持用改革创新传承工匠精神。

攻坚克难，用业绩创造价值。
苏怀兴对螺杆压缩机进行工艺操作
参数调整，使整个打气量由额定的
20000 标准立方米/小时提升至
23000标准立方米/小时，从而节约
了一台机组的运行，大大降低了运
行能耗，年累计挖潜500余万元；调
整造气炉运行参数，提高了燃气收
率和热值，使产品质量获得大幅提
升，年累计挖潜400余万元。2019
年，他对熔硫釜的操作参数进行调

整，解决了石化公司酸性气量大无
法处理的问题。

精益求精，用数据助力创新。
工作中，苏怀兴不断优化装置运行，
改进生产工艺，使公司煤气产品质
量不断提升，煤气有效组分CO+H2

含 量 由 起 初 的 80.393% 提 升 至
82.51%。其参与的“煤气产品质量
提升项目”，获得山东省质量优秀改
进成果一等奖。同时，他不断改进
生产工艺，使灰渣残碳含量由
13.057%降低至3.726%，在固定床

煤气化领域，煤气产品质量与灰渣
残碳含量均达到了行业领先水平。
2019年，他对精硫系统优化改造，实
现了长周期运行，并突破了使用湿
式氧化法脱硫工艺进行60%硫化氢
含量的酸性气脱硫，使硫磺产品质
量由98%提升至99.9%，熔硫的能
耗降低50%。

追求卓越，用结果铸就成长。
苏怀兴擅长改善与创新，不断从操
作中进行优化，解决现场实际存在
的问题，2016年—2019年，他连续
四年荣获石化公司年度改善标兵。
截至目前，苏怀兴共授权发明专利4
项，授权实用新型专利5项。为使生
产装置更加稳定运行，他累计制定
操作标准40余项、制度标准10余
项。

以身作则，用行动诠释利他。
苏怀兴注重“传帮带”，结合自身实
际案例讲解如何挖掘改善创新点，
并形成落地实施方案。截至目前，
他已经为公司培养2名技术员、1名
安全员、8名工艺班长，均成为公司
骨干。

苏怀兴：创新工艺每年为企业增效近千万元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管林忠 通讯员 李花英

滨州工匠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 （记者 任
斐 通讯员 李文娟 刁会超 报道）近
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关于
2020年国家湿地公园试点验收结果
的通知》，滨州小开河国家湿地公
园、滨州秦皇河国家湿地公园2处
试点国家湿地公园通过验收，正式
成为“国家湿地公园”。

滨州小开河国家湿地公园于
2017年12月批准试点建设，规划
范围以黄河大堤引黄闸为起点，沿
渠道主体向北至沉沙池，以所经区
域内小开河灌区控制灌溉管辖范围
为界，包括渠道上的闸口、渡槽，
两岸的排沟和缓冲地带，以及相关
的地被景观，湿地率约为82.20%。
滨州小开河湿地公园具有输水、蓄
水、调水、输沙、沉沙、提供区域
安全用水保障等功能，是独具特色
的水利型人工湿地，是引黄灌区新
生湿地生成和演替的典型代表。该
区域内黄河三角洲原生植被与次生
植被类型齐全，物种多样，水质良
好，原生态特点突出，是重要的野
生动物栖息地以及鸟类迁徙停歇

地，对维护生态安全具有重要作
用。

滨州秦皇河国家湿地公园自
2015年 12月批准试点建设以来，
始终坚持“全面保护、生态优先、
突出重点、合理利用、持续发展”
的原则，积极开展了国家湿地公园
试点建设工作。公园内规划建设了

生态保育区、恢复重建区、科研宣
教区、合理利用区和管理服务区五
大功能分区，分步实施了基础设施
建设、水系整理、景观绿化、辅助
设施建设等湿地保护与恢复工程。
公园内现有可观赏的水生花卉60余
种，多处自然形成的浅滩湿地上有
众多野生鸟类觅食嬉戏，路边繁花

盛开，岸边芦草丛生，亭台、楼
榭、园路、景石、小桥遥相呼应，
湿地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和恢
复，为游客提供了一处赏荷、观
鸟、亲水的乐园，每年接待游客达
40万多人次，湿地生态、经济、社
会效益得到了有效发挥。

目前，我市通过验收的国家级
湿地公园数量已达4处，包括滨州
小开河国家湿地公园、滨州秦皇河
国家湿地公园以及滨州黄河岛国家
湿地公园、山东博兴麻大湖国家湿
地公园，标志着我市在构建更加科
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上迈出坚
实一步，对优化整合各类保护地资
源管理利用、形成稳定的生态系统
具有重要意义。

下一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将按照国家湿地公园管理要求，继
续采取科学措施，不断加强湿地生
态系统管理，全面提升湿地生态系
统的服务功能；建立健全湿地公园
长效监督检查和评估机制，全面提
升湿地公园管理能力和水平；充分
利用湿地公园科普宣教场地，大力
开展湿地生态保护宣传教育，努力
提高全社会湿地保护意识；加强科
研监测，为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湿
地资源提供科学依据；加强湿地公
园制度建设，为建设生态滨州作出
贡献。

滨州新增2处“国家湿地公园”
滨州小开河、秦皇河国家湿地公园通过验收，全市国家级湿地公园升至4处

滨州小开河国家湿地公园（资料图）

2021 年 1月 12 日，我市
进口冷链食品集中监管专仓
在对入仓货物检测中发现，一
批次外地销往我市的阿根廷
冷冻去骨牛碎肉样本核酸检
测呈阳性。对此，相关部门立
即开展应急处置，该批货物全
部在监管专仓消毒封存，未流
入市场，车辆、环境已进行终
末消毒。相关人员已按照要
求纳入规范管理，核酸检测结
果均为阴性。

请广大市民增强自我防

范意识，不传谣、不信谣，同时
做好个人防护，选择正规渠道
购买进口冷链食品。全市各
类食品生产经营贮存单位要
严格落实查验“冷链三证”、实
行“三专管理”等防控要求，加
强员工健康管理，遵守操作规
范，配齐配足防护用品，定期
开展核酸检测。

滨州市委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运行工作领导小组

（指挥部）办公室
2021年1月13日

关于我市集中监管专仓
一批货物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呈阳性情况的通告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张康 通讯员 王晓 报道）受近期
寒潮天气影响，渤海、黄海冰情
迅速发展。为进一步掌握我市
海冰发展情况，1月12日，市海
洋发展和渔业局联合国家海洋
局烟台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启
动了滨州海域海冰冰情调查。

调查组实地观测了滨州港、
岔尖渔港、马颊河口等地的海冰
情况。观测首次使用无人机，航
拍获得海冰影像资料、海冰分布
情况以及海冰冰量状况，同时利
用风速风向仪、望远镜、测距仪
等观测设备，充分了解了风速风
向、气温、气压、冰厚、冰型等状
况。

据观测，我市海域套儿河、
马颊河等入海河流河口及沿岸
浅滩区域已经全部冰封，滨州港
化工码头部分冰封并存在大量
浮冰，正开展破冰作业维持运
营。目前，我市处于盛冰期，浮
冰最大外缘线约为11海里，一般
冰厚5—10厘米，最大冰厚15厘
米，总体冰情较去年同期偏重，
但尚未达到蓝色预警级别。

据悉，随着冷空气频繁南
下，冰情继续发展，预计严重冰
期将会对海水养殖、渔业捕捞、
海上交通运输、石油开采、港口
码头等海上作业产生一定影
响。市海洋发展和渔业局相关
人员表示，将持续关注海冰冰情
状况，及时发布冰情信息，并面
向港口、渔民等发布专项预报，
切实做好海冰观测预警和灾害
应对工作，为海洋防灾减灾和应
对海冰变化提供数据支撑和决
策依据。

滨州海域海冰冰情调查
启动

跨境福利，惊喜来袭——

中国银行滨州分行
给您送“跨境福利大礼包”啦
给娃汇学费，手续费好贵……
没关系，500元跨境汇款优惠券，有效期长达半年，现在用不

着，可以留着以后用，省下不止一顿饭钱哦！数量有限，赶紧抢！

年底了想在亚马逊买点好物，优惠力度不够大……
没关系，跨境EMV借记卡给你的海淘优惠加码，海淘叠加

返现11%，新开卡还有1美元换8美元开卡礼，报名雅思、托福、
GRE、SAT考试更不用担心，叠加返现21%！

最近汇率低位，想给孩子提前买点美元开学用……
没关系，爆款美元结构性存款、美元乐享天天理财，给你的

美元加点收益！
唠了这么半天，你说的优惠，怎么领？
来了来了，重点来了，扫描下方二维码，所有优惠一键可得，

赶快扫码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