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文·健康 7
滨
州
网
手
机
客
户
端

2021年6月18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王光磊 张迎春
电话：3186761

中原腹地，豫北新乡，浸透太行
风骨，饱含黄河胸襟，乃国之粮仓，
更盛产精神食粮。

全国村党支部书记的榜样史来
贺，全国乡镇党委书记的榜样、改革
先锋吴金印，首届“中国十大女杰”刘
志华，全国劳动模范买世蕊，全国优
秀共产党员裴春亮，全国道德模范范
海涛，全国劳动模范邓志军……

在新中国成立70多年岁月里，
河南新乡市先后涌现了10多个全
国先进、100多个省级先进、1000多
个市级先进，其中5位被党中央号
召学习。

61年党龄的吴金印，今年 79
岁，是新乡市卫辉市唐庄镇党委书
记。数不清的荣誉，任何一项都足
以骄傲一辈子。但他从不示人，总
觉得跟史来贺、郑永和比起来，差好
大一截呢。

史来贺22岁在新乡市新乡县
七里营镇刘庄村当村党支部书记
时，“方圆十里乡，最穷数刘庄”。他
抓农业、搞工业、建新村，把一生交
给这片土地，曾9次受到毛泽东主
席接见。刘庄早已成为社会主义新
农村的典范。

新乡市原辉县县委书记郑永
和，竭尽毕生精力治山、治水、治穷，
退休后不待在省城，偏偏钻到太行
深山区，成立老干部服务队，为百姓
的果树治虫，引渠灌溉、修路架桥。
新闻前辈穆青“走遍河南山和水，至
今难忘三书记”，其中之一说的就是
郑永和。

在乡镇党委书记岗位上干了
50年的吴金印，时时刻刻以史来

贺、郑永和为师。“走一路响一路，干
一路富一路。”在吴金印的带领下，
唐庄镇已拥有40多家工业企业，年
产值超百亿元，人均收入2万多元，
建成了通用机场、全国独一份的乡
镇干部学院，引进克隆技术，成功培
育新型楸树，一块只有14亩大的地
方，一年能卖2500多万元。

“看看富裕发达的国家和地区，
都是三产占大头。看哪个地方的三
产收入多，哪个地方最富有，咱就向
哪儿学。”吴金印仍不满足，还在谋
划着兴学校、办医院。

还有与焦裕禄同志同时期的县
级领导申六兴，“一生向焦书记学
习”，忠诚一辈子、奋斗一辈子、奉献
一辈子，自己不舍得吃穿，捐款总不
吝啬。今年4月在生命走向最后之
际，他把所有积蓄作为党费上交，彻
底“清空”了一切。

70后的裴春亮是听着先进典
型的故事长大的。在外打拼多年
后，他响应新乡市委号召，回到了家
乡辉县市裴寨村。看到乡亲们住着
四面漏风的毛坯房，他拿出个人积
蓄，为每户村民盖起了二层洋楼。
世代缺水，就修水库。紧接着，兴办
企业，家家分红。口袋富起来，脑袋
不能瘪。裴寨村建初心广场、盖习
书堂、办“裴寨广播站”，7名党员每
天傍晚坚持为群众读新闻、讲党史。

白手起家的邓志军，8年前响
应号召，坚守诚与爱，打造了一个有
信仰有爱的社区——诚城社区。诚
城社区常住人口达17万，为河南之
最。作为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
任，邓志军把党支部建在15个小

区，在138个楼栋成立党小组，实行
党建工作网格化，做到“业主住在哪
儿，党组织就建到哪儿”。今天的诚
城社区，已成为全国文明和谐社区
的一面旗帜。

40年来，买世蕊用爱和责任，
传递着党的温暖，成为200多位荣
军和孤寡老人的“女儿”、500多名
贫困儿童的“妈妈”。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个村
庄到一座城市，从群体现象到群体
效应再到群体文化，新乡先进群体
精神不仅滋养着8200多平方公里
的土地，更成为党史学习教育的生
动教材。

如何让先进不掉队、后进赶先
进？新乡市委形成了一套先进典型
调研评价办法，及时推出教育培训、
培养锻炼、跟踪管理、岗位吸引、备
用结合“五项机制”，真正让典型健
康成长。

新乡先进群体教育基地，是中
共中央组织部确定的全国党员教育
培训示范基地、河南省委组织部“三
学院三基地”之一，成为河南、全国
党员干部淬炼初心的课堂。5年
来，已有10多万人在这里接受党性
再教育。

典型引领，榜样带动，高质量发
展行稳致远。新乡市成为国务院批
复的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2020年蝉联全国文明城市荣誉称

号，整体工作成功迈进河南省第一
方阵，经济综合竞争力跃居全省第
3位，乡村振兴工作走在时代前列。

>>>短评：

典型引路跟党走
先进典型是党的优质资源和宝

贵财富，是教育党员干部的鲜活教
材，是带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先锋和旗帜。

新乡先进群体一代接一代传
承，传承的是精神，是信心，更是力
量。近 5 年来，来自全国各省市区
的10多万人，在新乡先进群体教育
基地接受了别开生面的党性再教
育，不仅完成了各自的人生升华，更
找到了破解工作困惑的答案。

新乡的实践昭示我们，党员干
部既干事又干净，基层党组织有威
信有力量，有更多先进人物走在前、
作示范，群众就更有信心跟党走，就
能汇聚起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向着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
前进。 （刘军旗）

豫北新乡 群星闪耀
新乡日报社融媒记者 刘军旗

◀2020 年新乡市蝉联“全国文
明城市”荣誉称号。新乡日报
记者 李宝忠 摄
▼1960年新乡卫河鸟瞰图。李
西良 摄

遗失声明
联系电话：3186726 18654306492

阳信金言教育培训学校有
限 公 司 公 章 ，编 码 ：
3723233008249，因印章遗
失，声明作废，且寻回后不再使
用。

滨州市友好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丢失滨州万达广场投
资有限公司2018年03月27
日开具的履约保证金收款收据
联一张，金额：50257.61元，
票号：0000037，声明作废。

滨州市友好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丢失滨州万达广场商
业管理有限公司 2018 年 03
月26日开具的装修保证金收
款收据联一张，金额：10000
元，票号：0000214，声明作
废。

滨州市友好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丢失滨州万达广场商
业管理有限公司 2018 年 03
月26日开具的物业保证金、质
量保证金收款收据联一张，物
业保证金25015.1元，质量保
证金 10000 元 ，合计金额
35015.1元，票号：0000217，
声明作废。

惠民县李庄镇大鹏副食超
市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丢失，
许 可 证 编 号 ：
JY13716210004418，声 明
作废。

山东凯禾化工科技有限公
司开户许可证正本丢失，核准
号：J4660002227405，声明
作废。

滨州市滨城区文化市
场综合执法局事业单位法
人证书正、副本丢失，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1237160269965439XP，声
明作废。

受有关单位委托，本中心定
于2021年6月25日上午9时在
本中心拍卖厅公开拍卖中通客
车等车辆。有意竞买者请持有
效证件及复印件等，在拍卖会前
一日16时前到本中心报名处交
纳竞买保证金2万元等报名办

理竞买手续。
拍卖标的展示时间及地点：

自公告之日起至报名截止时间
前，在标的所在地现场展示。

联 系 电 话 ： 0543-
3387939、13705437965

滨州产权交易拍卖中心
2021年6月18日

拍卖公告

山东久日化学科技有限公司年产580
吨TBHP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已委托滨州市恒标环境咨询有限公司
编制完成，根据国家《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部令第4号）等相关环保法规及相
关文件的要求，现公示如下：

一、项目名称及概况
公司拟在现有生产车间5厂房内建设

年产580吨TBHP技改项目。该项目以厂
区现有TPO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叔丁
醇为主要原料，通过投加硫酸、双氧水等反
应实现年产TBHP580吨，副产芒硝1000
吨。项目生产的TBHP全部用于现有工程
TPO生产的原料，从而减少TPO生产过程
中TBHP的外购量，项目建成后全厂光引
发剂产能不变。该项目不新增产品产量及
种类，属于不新增产能的技术改造项目。

二、项目营运期主要污染物产生、处理

措施、排放情况及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
（1）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项目有组织废气包括车间工艺废气、

污水处理站新增废气、新增危废暂存间有
组织废气。项目工艺废气经5#车间现有

“冷凝+碱喷淋+活性炭吸附”后同现有6个
车间废气一并进入现有废气综合处置“碱
喷淋+活性炭吸附”处理达标后经现有20m
排气筒DA001排放；危废暂存间废气经收
集后汇入一套“碱喷淋+活性炭吸附”尾气
处理装置处理达标后，由厂区现有15m排
气筒（DA002）排放；污水处理站臭气由引
风机引至“碱喷淋+活性炭吸附”处理后通
过现有1根15m高排气筒DA003排放；项
目无组织废气主要为车间、污水处理站无
组织排放废气以及罐区大小呼吸废气。经
预测分析可知，项目废气均可达标排放。

（2）废水污染源及污染防治措施分析

本项目废水主要包括生产工艺废水、
设备清洗废水、循环水系统定期排水、废气
处理设施定期排水和生活污水。项目废水
经管道进入厂内现有污水处理站处理后由
园区污水管网排入新海工业园污水处理厂
进行深度处理，达标后排入德惠新河。

（3）噪声污染因素及处理措施
本项目噪声来自各生产设备及泵类，

采取相应措施后，并经距离衰减后，厂界噪
声能够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GBl2348-2008）3类区标准要求。

（4）固体废弃物及污染防治措施污染
源分析

本项目一般固废主要包括污水处理站
生化污泥、职工生活垃圾。项目危险废物
主要是污水处理站物化污泥，本项目所有
固废均妥善处置，不外排。

三、公众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的方式和期限
（一）山东久日化学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580吨TBHP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放在本项目筹建处（山东久日化
学科技有限公司厂区办公室），供项目影响
范围内的公众阅览，并提出意见与建议。

征求意见稿全文见网络链接：
http://renlihuanbao.com/zxns/

zxns1/2021-03-26/731.html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包括项目选址

周边部分村委会、村民及企业的单位及个人。
（三）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http://

www.mee.gov.cn/xxgk2018/xxgk/
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
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1、电话联系建设单位和环境影响评价

单位；2、可直接将书面材料邮寄至建设单

位（邮编251900）和环境影响评价单位（邮
编256500）。

项目建设单位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山东久日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徐部长
联系电话：15152933717
承担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的机构名称

及联系方式
评价单位：
滨州市恒标环境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滨州市滨城区渤海十八路669号
联系人：李工
联系电话：15066937757
电子邮件：15066937757@163.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1

年6月18日～2021年7月2日。
山东久日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6月18日

山东久日化学科技有限公司年产580吨TBHP技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环境信息公示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青
博 报道）6月16日、17日，全国基层
医疗机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培训项
目院长专题研讨会、城市培训会在
滨州沪滨爱尔眼科医院举行。近百
位来自滨州各县区医疗卫生服务机
构的负责人、骨干医生参与此次培
训和交流研讨活动。

此次会议由中国医师协会、中
国医师协会公卫医师分会主办，滨
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协办，爱尔
眼科医院集团、滨州沪滨爱尔眼科
医院提供支持。会议旨在通过系统
的培训与研讨，进一步提升基层医
疗机构诊治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及相
关疾病的医疗服务水平，推进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等基层医疗机构眼保
健服务能力与体系建设，实现糖尿
病视网膜病变防控的科学化、高效
化，帮助更多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患者实现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

会议邀请山东医学会糖尿病专
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滨州市医学
会内分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魏
锋，爱尔眼科集团眼底事业部经理
周奥，滨州沪滨爱尔眼科医院副院
长张立华，邹平爱尔眼科医院院长
张洪涛现场授课。专家们从实际情
况出发，为基层医生讲授了糖尿病
视网膜病变的防治、基础诊断、治疗
原理和规范、眼底照相检查等一系
列应用性很强的课程，同时利用标
准化参考数据、图形影像等内容帮
助参会人员增强实操能力。参会人
员围绕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诊疗设
备、人工智能信息化系统、早期筛查
和预防、诊断治疗以及业界热点、难

点课题等内容进行了精彩的经验分
享和讨论交流。

会议期间，就如何防治糖尿病，
授课专家魏锋进行了详细讲授，帮
助参会的基层医疗机构医生进一步
提升对糖尿病认知。他说，糖尿病
典型症状是多饮、多尿、多食、体重
减轻。患者须在治疗时勤监测、管
住嘴、迈开腿，不忘记吃药，同时降
糖、降压、调脂，平时生活中要注意
控制体重、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
烟限酒限盐，保持心理平衡。同时，
魏锋结合自身经验向参会人员分享
了糖尿病筛查、诊断和长期随访管

理方法。
“举办这样的培训会十分有意

义。”滨州市疾控中心党支部书记张
其雷表示，此次培训将引导滨州市
基层医疗机构以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为切入点，推进慢性病防、治、管的
整体融合发展，进一步满足社区居
民对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综合医疗
水平的需求，切实提升慢性病特别
是糖尿病防治的能力，推动滨州市
慢性病防治工作再上新台阶。

授课专家张立华表示，通过此
次培训，滨州沪滨爱尔眼科医院与
广大基层医疗机构之间建立起了良

好的沟通渠道，这有助于各机构之
间合作关系的建立，共同推动糖尿
病视网膜病变防控、患者筛查等工
作，从而提高广大糖尿病患者的眼
病就诊意识。

授课专家张洪涛表示，糖尿病
视网膜病变患者一旦发展到出现缺
血、视力严重下降症状的话，再进行
治疗就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财力，而且治疗过后患者的视力提
升效果也不太尽如人意，提醒广大
糖尿病患者一定要及时做眼底检
查，早发现、早治疗，从而有效预防
失明的发生。

全国基层医疗机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培训项目院长专题研讨会、城市培训会在滨举行

探讨推进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防控科学化高效化

1944年 1月，清河区与冀鲁
边区合并为渤海区，从此，清河区
走进历史。

1944年5月25日，中共山东
分局向中共中央北方局报告的《清
河区地方党员统计报告》可以看作
是对清河区地方党员统计的总结
（不含军队），资料珍贵，整理如下。

第一，清河区党员总数9571
人。其中男8440人，女1131人。

第二，清河区党员成分构成，
工人 562人，贫农 3901 人，中农
4072人，城市小资产阶级20人，
富农560人，地主3人，其他453
人。

第三，清河区党员文化程度，
文盲4320人，初等4750人，中等
465人，高等36人。

第四，清河区党员党龄，全面

抗战前入党68人，全面抗战后入
党9503人；3年以上3820人，3年
以下5751人。

第 五 ，清 河 区 全 区 人 口
1704603 人，党员占人口总数
0.56%。人口指抗日根据地人口
与游击区人口。

第六，清河区全区自然村
3234个，党支部676个，党支部占
自然村总数28.9%强（自然村与支
部数占比有出入，报告原文如此）。

清河区，顾名思义，就是指小
清河两岸地区。1944年1月清河
区撤销时，清河区党委下辖清东、
清西、清中、垦区，合计4个地委，
其中清东地委下辖寿潍、昌邑、潍
南、寿光、益寿临广、广饶，合计6
个县委；清西地委下辖章历齐、邹
平、长山、高苑、青城，合计5个县
委；清中地委下辖临淄、桓台、博
兴、广北、蒲台、广博蒲，合计6个
县委；垦区地委下辖蒲利滨、沾利
滨、沾化、垦利、海上工委，合计4
个县委和1个工委。

1937年七七事变前，清河区
共有党员68名。由此可知，清河
区党组织是在七七事变后迅速发
展壮大的。

清河区党组织是在七七事变后
迅速发展壮大的

侯玉杰

6月15日，86岁的抗美援朝老
战士李英章走进惠民县石庙镇第
一中学给师生上了一场生动的党
史课。今年以来，石庙第一中学已
邀请老干部、老战士、老教师多次

给师生上党课，以身边的人讲述身
边的事，让师生在平凡的事业中了
解党的历史和伟大。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董
泽元 摄影）

抗美援朝老战士
走进校园讲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