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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州讯（通
讯员 邢晓静 报道）为有效防止
学生溺水事故的发生，增强学生
防溺水安全意识和学生自防自
救的能力，滨州实验学校2016
级7班扎实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
活动。

在主题班会上，班主任给学
生讲了近年来发生的中小学溺
水事件以及需要注意的一些事
项，并以典型事例警示学生，要

求学生严格遵守“四不一会”：不
在无成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
不能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不到
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或水情险恶
的地方玩耍；看到有人落水，不
能盲目施救；学会基本的自护、
自救方法等等。还向学生发放
了《防溺水告家长书》，要求家长
起到监护人的作用，让家长充分
认识到溺水事故的危害性，随时
做好预防溺水教育。

滨州实验学校扎实开展
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动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任斐 通讯员 张兵 报道）6月16
日，全市“渤海红色物业”建设暨
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现场推进会
议召开，总结交流工作经验，对
相关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再
落实，进一步强化推进措施，加
大工作力度，确保完成各项工作
任务。

会议首先组织观摩了滨城
区老旧小区改造示范项目教师
住宅小区、“三无小区”转变示范
项目阳光彩城小区、“渤海红色
物业”建设先进项目大祥·金庭
公馆小区以及“渤海红色物业”
建设街道社区工作示范项目彭
李街道“渤海红色物业”党群服
务中心，随后召开集中会议，听
取了交流发言，对下一阶段的工
作进行安排部署。

“渤海红色物业”建设和老
旧小区改造工作与群众的生活
息息相关，也是目前全市深入开
展的“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的
具体实践。会议要求，要健全工
作机制，坚持目标导向，在措施
上再加大，坚定不移抓实抓好

“渤海红色物业”建设工作。今
年“渤海红色物业”建设明确

“4321”工作思路，“4”即健全市、
县、街道、社区“四级”管理体制，

“3”即提高业委会组建率、物业
服务覆盖率、党的组织覆盖率

“三率”，“2”即加强规范化、制度
化“两化”建设，“1”即实现基层
社会治理“1个”融入。要进一步
健全工作体制机制，推动物业管
理融入基层治理；进一步紧盯提
高“三率”的目标，加强小区长效
管理；进一步加强规范化、制度
化建设，实现物业服务、行业管
理水平双提升。

会议强调，要抓好统筹兼
顾，坚持结果导向，在标准上再
提高，全面补齐老旧小区短板弱
项。在具体的工作中，要积极推
进基础设施、专营设施协同改
造；着力解决“停车难、充电难”
问题；全面防风险，确保老旧小
区改造持续健康推进；抓好试点
项目建设，探索市场化运作方
式。要进一步担当作为、攻坚克
难，推动工作实现新突破，确保
完成各项目标任务。

全市“渤海红色物业”建设暨老旧小区改
造工作现场推进会议召开

坚定不移抓实抓好
“渤海红色物业”建设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市老干部活动中心开展“百年
党史·红色高歌”唱响时代主旋律
活动，以歌载道，以歌传声，以歌化

人，表达广大老干部对党的热爱和
祝福。

据悉，活动自4月29日正式启
动，将持续开展至下半年。此次活

动将通过重温10首红色经典歌曲，
引导广大群众感受党史背后的精
神 力 量 ，并 最 终 形 成 10 首 红 歌
MV，通过网络平台陆续展播。目

前，已录制完成《唱支山歌给党听》
《保卫黄河》《英雄赞歌》三首歌
曲。（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张丹丹
通讯员 黎婷 摄影）

红色高歌红色高歌 唱响时代主旋律唱响时代主旋律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李伟伟
通讯员 张慧娟 傅靖 报道）2020年，滨
州市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富强滨州建设整体成势，工资性收
入呈稳步增长态势。近期，经山东省统
计局反馈，滨州市统计局正式发布了有
关数据。数据显示，2020年，我市城镇
非私营单位从业人员平均工资为
79193元，与2019年的72462元相比，
增加了6731元，增长9.3%。其中，在
岗职工平均工资为80233元，与2019
年的73518元相比，增加了6715元，增
长9.1%。

2016—2020年滨州市城镇非私营单位从业人员平均工资

2020年我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
年平均工资79193元

调查方法：根据国家统计局制定的
《企业一套表统计调查制度》和《劳动工
资统计调查制度》，对一套表法人单位采
用全面调查的方法，对非一套表法人单
位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

统计范围：城镇地区非私营法人单位
和统计上认定的视同法人单位的产业活
动单位。具体包括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
位、联营、股份制、外商投资、港澳台商投
资等单位。工资统计对象是统计单位的
就业人员，个体就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等
非单位就业人员不在工资统计范围内。

在海南期间，记者采访了四野
海南子弟，听他们讲述父辈的革命
故事，追寻红色足迹。作为东北民
主联军航空学校机械长马亮基之
子，马路深情地回忆了父亲的革命
生涯。

老家是邹平西董张家洞
村，曾担任罗荣桓的警卫员

1939年，邹平西董张家洞村的
马亮基，义无反顾地参加了革命。

“我父亲说，刚开始在连队当兵
的时候就三颗子弹，一颗打伏击，第
二颗是冲锋的，第三颗子弹是要留
给自己的。”马路说。

参军后不久，马亮基就成了罗
荣桓的警卫员。

罗荣桓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工作
之后，山东军民积极打击敌人，战胜
了各种困难，根据地日益巩固和扩
大。“到1942年反扫荡以后，我父亲
手里就有五颗子弹了，不久就10颗
子弹了。”马路说，后来马亮基还担
任过江华、谷牧的警卫员。

对于罗荣桓在山东的工作，罗
荣桓元帅之子罗东进接受《人民日
报》专访时说，1939年3月，罗荣桓
率领的115师来到山东，与山东人
民抗日起义武装组成的八路军山东
纵队并肩作战，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发展人民武装，巩固和扩大抗日根

据地。
“山东是中国抗战几个大的根

据地之一，在日寇全面发动侵略战
争以后，在党的领导下，山东人民进
行了十几次武装起义，硬是拉起了
一支铁骨铮铮的抗日队伍。”罗东进
回忆，“山东抗日根据地迅速成长，很
快形成了渤海、沂蒙、鲁中南、胶东等
几大战略区。在抗战末期，最早进行
大反攻的便是山东抗日根据地。”

1945年，马亮基参加了解放临
沂的战役。

当年8月17日，山东军区调集
山东野战兵团第二师第四团、山东
军区特务团、警备三旅第十一团和
滨海区临沭独立团等地方部队组成
临沂前线指挥部，对日伪军盘踞的
鲁南重要城镇临沂发起第一次进
攻。8月20日6时40分，我军发起第
二次攻击。9月11日零点，我军最后
的总攻开始了。经过8个小时的巷
战，临沂城解放。战役胜利后，毛泽
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和中央军委来电
嘉奖所有参战的部队和民兵。

加入东北民主联军航
空学校，成为第一批航空兵

打完临沂城后，马亮基他们就
接到上级紧急命令，一天一夜强行
军到了山东龙口，然后又坐船一天
一夜到了东北，这个时候，马亮基看
到的是，一路上密密麻麻的军人，大
家都在龙口坐船去往东北。

“我们要抢先一步占领东北，巩
固东北根据地。”马路回忆，马亮基
他们到东北后又休息了两三个小
时，就坐火车，急急忙忙地赶到通
化，就在那参加了航空队。

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是我党
创办的第一所航空学校，史称东北老
航校。学校于1946年3月成立，先
后辗转牡丹江、东安（现密山市）、长
春等地，是“人民空军起飞地”。

因为条件所限，缺少很多机件，
马亮基他们就到深山老林里面去找
飞机的残骸、零配件来组装飞机，没
有油就烧酒精。飞机上没有通信设
备、没有降落伞、没有安全带、没有
钟表……但任何困难都阻止不了空
军官兵壮志凌云的誓言，他们创造
了“马拉飞机”、“打气筒充气”、酒精

代替航油等一个个世界空军建设史
上的奇迹。

“当时从国民党方面起义的刘
善本，也是我们山东人，是航校的教
育长，他开飞机叫我父亲当助手，去
轰炸东北的土匪。”这是马亮基参加
的第一场空战。

刘善本是昌乐人，1935年考入
杭州笕桥中央航校，毕业后被分配
到国民党空军八大队任作战参谋、
上尉飞行员。抗战初期，随部队袭
击日军。1946年6月26日，驾机飞
抵延安，开创了国民党空军驾机起
义的先例。1946年 9月 22日，毛
泽东主席接见刘善本，让他到东北
筹建第一所航空学校。1946 年 9
月，他赴东北参加创办全国第一所
航空学校(老航校)的工作，被任命
为副校长。1949年10月1日开国
大典，他驾机领航，接受检阅。在抗
美援朝战争中，作为中国人民志愿
军航空兵某师师长率部参战，曾经
组织过人民空军的首例夜袭作战，
并首次使用了电子对抗和照明轰炸
的作战法。

抗美援朝战争中，东北老航校
的威名远扬，5名空军一级战斗英雄
有3名出自东北老航校，他们是王
海、张积慧、刘玉堤；李汉、邹炎、王
天保、高月明等4名毕业学员被授予

“二级战斗英雄”称号。
但因为有轻微的红绿色盲，马

亮基就没有当成飞行员，改为了地
勤，学维修机件。后来跟着四野南
下，一路接管沈阳、长春、北京机场，
再后来就接管了济南机场。

到了济南后，马亮基就回到了
老家。“当年我父亲参军的时候，我
妈正怀着我哥，参了军，就一直没见
到。”马路说。

等第一次见到大儿子，大儿子
已经10岁了。在家待了两三天，马
亮基就回到了济南。随着部队继续
南下，接管了南京的机场，留在南京
后，又把家属接了过来。

为国培养农垦方面的
人才

1958年，马亮基转业，根据地方
需要回到了东北，开发北大荒。《八
一农大报》的一篇文章描述，1958年

6月，农垦部决定办农业大学，为垦
区发展培养农场高级管理人才，学
生由各农场选派。8月份，农大招收
的第一批学生从农场陆续到校，
800 名学员共编成 13 个班，其中
11、12班是农机运用班，主要目标
是为农场培养农机高级管理人员，
13班是农机修理班，主要培养农机
修理方面的高级技术人才，每班约
60人。

1959年，学校成立农学、农机、
牧医三个系，准备招收本科生。农
机系的书记葵思根、教务员陈刚，系
主任就是马亮基。系里成立了运
用、农机、修理、力学、金工、制图等
教研组，从各农场收集了近百台各
种典型的农、牧机械，陈列在农机实
验室旁的农机具停放场，供农机和
机械原理课中组织学生去观看。当
时除校内教学外，还安排学生们轮
流上机组，本着“将来做什么就学什
么”的原则进行实际操作，很多学生
都参加了开荒种地。实践证明，这
种教学方式对学生都很有益处，毕
业后到生产一线都能文能武。

1959年麦收期间，农机组在1
号水库西山坡进行了一次麦收现场
教学。实现照书上讲的内容用收割
机打出割道、割角、卸粮等，收到了
良好的效果。

1961年，国家要开发建设海南，
农垦种植国防物资橡胶，马亮基又
奉命调来海南。此后，马良基在海
南林业局工作至1997年去世。

马路深情地说，“我父亲这个人
很朴实，从来没有夸夸其谈，他经常
唱八路军军歌给我听，唱抗大校歌
给我听。”

马亮基去世后，马路把父亲的
骨灰送回了山东老家，“父亲经常跟
我讲，等他走了，要把他的老骨头送
回老家，我说为什么？他说山东是
生我养我和我战斗过的地方，叶落
要归根。”

采访结束，耳边不由自主地响
起了这首战歌，“铁流两万五千里，
直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苦斗十
年锻炼成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一旦强虏寇边疆，慷慨悲歌上战
场。”

斯人已远，精神永恒！

马亮基：从邹平走出的中国第一批航空兵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韩俊亮 李振平 刘清春 张丹

（上接第一版）
2018年，京东投资建设滨州

市级政务云平台。截至目前，累
计上云56个市级单位，48个县
级单位，共计266个系统1020台
云主机，上云率达95%以上。值
得注意的是，在多方努力下，该
项目成为全国京东云政务云项
目NO.1，在2020年的三方服务
评估中，取得了卓越云服务商的
用户认可。

2020年，京东云研发的滨州
市医保信息化云系统（又称滨州
市医保信息化平台），正式上线
运行。自此，市民医保刷卡支
付、报销、医保业务等办理速度
显著提升。请注意，这是京东云
在全国的首例“医保云”项目。

今年已有 43 家企
业签约入驻园区，致力
打造国内一流的数字经
济创新高地和数字产业
聚集区

以大数据中心投入运营为
契机，京东与开发区合作共建的
京东（滨州）数字经济产业园重
点引入科技创新类、软件开发、
电商及大数据应用类的企业，尤
其是引入京东上下游生态企业，
打造大数据产业聚集园区。同
时，积极引入京东健康、京东物
流、京喜、京东工业品等自身业
务板块和生态伙伴。

2021年以来，已有43家企
业签约入驻，其中科技创新类企
业 20家，跨境贸易、电商类 11
家，实现外贸产值约3600万美
元。到2022年底，将实现120家
高质量企业聚集，3年内争创国
家级数字经济产业园，打造国内

一流的数字经济创新高地和数
字产业聚集区。

对市民有直接影响的，是京
东智慧物流。2018年10月京东
物流分拣中心落地，业务范围覆
盖滨州、东营及德州、淄博部分
地区24个站点，日处理订单可达
10万余件，可提供包括仓储、运
输、配送、客服、售后的正逆向一
体化智慧供应链服务。

2018年5月起，京东与滨州
经济技术开发区职业中专学校
开展校企合作，共建电商专业。
目前，已有百余名学生完成全部
课程，具备了电商运营、物流仓
储、美工设计、客服等专业能
力。京东集团京喜业务落地园
区后，部分共建电商专业毕业班
学生加入京喜，实现毕业即就
业。

未来，还将加大京东集团各
版块与滨州对接力度，牵引京东
健康、京喜、京东物流、京东农场、
京东工业品等板块落地滨州，助
力滨州数字经济发展。如京东健
康正在推进区域总部项目，将在
滨州落地京东大药房连锁公司、
京东互联网医院等业务。

京东，这个全球前十的互联
网巨鳄，入驻滨州四年多了。这
个“入驻”，不是旅游，不是一锤子
买卖，而是“买菜做饭过日子”。
京东+滨州农业、京东+滨州工
业、京东+物流、京东+滨州教育、
京东+智慧政务已全面开花……

京东正在深度介入滨州，全
方位发力渤海畔。京东书写的
滨州项目、滨州方案正全方位发
力，茁壮成长，深度介入滨州现
实，积极影响城市逻辑，为“双
型”城市建设贡献数字涌流的前
沿智慧。期待京东+滨州，未来
更美好！

京东+滨州为“双型”城市
建设贡献互联网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