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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新 闻
●7月16日，副市长郝吉虎到惠民县现场督导安置区质量安全

和群众安全度汛情况。
●7月15日至16日，全省行政事业单位房地产管理暨公共机

构节能业务培训班在滨州举行。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
长宋培杰，副市长臧伟出席。

●7月17日，副市长穆杰带领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现场观摩
会议与会人员到滨城区滨北街道观摩。

●7月19日晚，市直部门(单位)新冠疫苗接种工作推进会议召
开。副市长穆杰出席。

●7月16日，市政协副主席吴国瑞到滨城区杨柳雪镇督导全国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罗军
通讯员 高雷 李晓伟 报道）7月17
日，第四届中国低碳之路高峰论坛暨
2021邹平碳中和论坛在邹平举行。
其间，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颁发了
国内首张电器产品碳标签评价证书，
TCL成为国内第一个电器产品（电
视机）碳标签评价获证企业。

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理事
长黄建忠向TCL颁发了碳标签产
品认证证书。他表示，这标志着电

器产品从此有了更加规范的低碳
认证管理，将助推低碳科技创新发
展，助力“双碳”目标在电器行业更
快速实现。

据了解，碳标签评价体系由
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牵头建
立，并联合相关单位共同制定《电
器电子产品碳足迹评价》团体标
准，旨在健全碳标签认证体系，提
升电器行业绿色产品质量，推动
电器产品低碳转型升级。

国内首张电器产品碳标签证书
在2021邹平碳中和论坛颁发

滨州日报/滨州网北海讯（通讯
员 报道）今年，北海经济开发区政
务服务大厅帮办代办服务区正式启
用，服务区内配备电脑、复印机、手
机充电器等设备及一次性告知书，

帮办代办员经过业务和礼仪培训后
正式上岗。需要服务的企业和群
众，均可提出帮办代办申请，由帮办
代办员指导企业和群众准备申报材
料，提供无偿帮办代办服务。

日前，郭先生来到政务服务大
厅帮办代办服务区，咨询办理食品
经营许可证事项，经过简单咨询后，
工作人员15分钟后便帮助郭先生
在网上完成了许可证办理。

对于群众咨询的办理事项，如
果能在网上办理的，群众只需要提
供相关信息，帮办代办员会帮助他
们进行网上注册、填报申请表、上传

资料、提交申请等，办事群众可以随
时掌握办理流程，一般10分钟左右
便能办理完毕。对于不能网上办理
的事项，帮办代办员会告知并帮助
办事群众准备申报材料，并提交到
具体业务窗口办理。

“我们常办的有食品经营许可
证、营业执照等事项，通过工作人员
的帮助，真正实现简单事项现场帮
办代办，让群众‘最多跑一次’。”一
位帮办代办员说。对于企业类复杂
事项，帮办代办服务区则践行“复杂
事项授权代你办”理念。在帮办代
办服务区，工作人员会一次性告知

材料清单、注意事项，提供工程建设
项目在立项用地规划许可、工程建
设、施工许可、竣工验收四个阶段的
一站式代办服务。

“我们办理较多的有建设用地
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质监
安监、施工许可证发放等事项，通过
让办事人直接授权委托我们进行项
目全流程帮办代办，大大节省了企
业的时间。同时，我们针对省、市、
区重点项目提供红色帮办代办上门
服务，为项目审批、迅速落地提速增
效，以良好的营商软环境促经济快
发展。”一位帮办代办员说。

帮办代办架起惠企便民“高速路”
北海经济开发区政务服务大厅帮办代办服务区正式启用

40年来，商兴春一直在基层工
作，在家长里短间寻找平衡，在琐碎小
事中追求公正，凭着胸前党徽用诚心
换信任，以换位思考求圆满结局。

基层调解工作，是一个精细活，不
能只看事情大小，许多时候在别人看来
是小事，在当事人那里可能就是全部，
就是解决不了过不下去的天大事。

前年，一位80多岁的老大爷来
到司法所，情绪激动，“这个钱要不
回来，我就活不成了”。原来，老人姓
张，半年前在同村李某介绍下，把自
己省吃俭用攒下的1万元借给了外
村人，口头约定半年还钱。作为中间
人，李某把借钱人还的钱私自扣下，
硬说已经给了张大爷。由于没有书
面凭证，加上岁数大了，老人一着急
就生了场大病，住了几天院，病还没
好利索就来寻求帮助。在了解事情
经过后，商兴春带着所里的同志，积
极与派出所对接，联合办理，通过以
案释法的形式让李某认识到他这种
行为是不道德、违法的，仅用了2天时
间，就使得那1万元最终物归原主。
1万元对很多人来说，可能不算什么，

但对一名80多岁的
农村老人来说，可能
就是一辈子的积蓄。

这是前年商兴春
帮助群众解决的一件
小事，也是他工作40
年在家长里短间为民
解忧的缩影。一直以

来，商兴春始终以一个党员的标准要
求自己，秉承群众需求无小事原则，
想方设法把难解的疙瘩捋顺磨平，让
当事人握手言和。

有人说：人民调解工作是和稀
泥。可能很多人对这句话的理解就是
两边搅和，把事情糊弄过去就行了。
商兴春认为“和稀泥”是用亲情去调
和，用事实来搅拌，以情动人、以理服
人，这种方法最适合解决家庭矛盾。

“领导，孩子们不管我们老两
口，这事你能给我们作主不？”前几
年，有一对老夫妻找到镇上，没等讲
完，就委屈得泣不成声。因村里拆
迁，他们拿到了一笔补偿款，本来是
高兴的事却成了愁心事。原来，他
们有四个女儿都已嫁人，老大老二
因为个人原因不愿意照顾老人，老
三老四想照顾老人，却被说成是图
钱，最后合计着把老两口送到养老
院。“这人啊，越老越想家，再加上老
伴身体不好，生病住院就更需要孩
子们照顾了，可是几个女儿都不要
我们了，以后我们可咋办啊？！”老人
的语气中充满无奈。

对这种家务事，单靠讲道理是
很难说通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以情
动人。商兴春始终认为，人都是有
感情的，在感性共情的氛围营造中，
许多矛盾或许就能迎刃而解。于
是，他便把老人和四个女儿聚到一
起，找来了村里的长辈。在现场，老
两口不住地哭泣，商兴春和村里长
辈一起帮着劝说四个女儿。“小时
候，你爹你娘这么难，舍不得吃穿，
啥事都是先想着你们，可不能寒了
他们的心。”“有啥误会都说开，哪能
一时想不开，让别人看了笑话？”慢
慢地，几个女儿也开始抹眼泪。

商兴春看好时机，把“四人轮流
看护老人”的承诺书摆在他们面
前。“咱们都有自己的孩子，将心比
心，你们也不想他们长大了不养你
们吧？不但别人看不起，法律也不
允许。”连续打出感情牌、法律牌，几
个回合下来，四个女儿都认可了，签
下了承诺书，这个大家庭也变得和
睦起来。承诺书签下的不仅是她们
的责任，也是对老人的一份保障。

十年前，商兴春当上了镇司法
所所长，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他开
始反思和总结：做村里的调解工作
决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普法加
调解才能治标治本。于是，商兴春
根据以前组建小团队的经验，在全
镇筹划集中组建调解组织，起草制
度办法，设置普法功能，划片分配人
员，建起了覆盖全镇73个行政村的

协调组织，每年固定培训2次，常态
化受理村民矛盾纠纷。

现在，村民间很多小矛盾，在村
里就有人帮着解决了。同时，为增加
普法教育的多样性，商兴春牵头制订
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计划，组织民间艺
人编排快板小曲，开展法制宣传教育
和法制实践活动，受到老百姓的欢
迎。“不听闲话免生气，故意杀人要偿
命。四邻八舍住一起，互谅互让处关
系。细小纠纷找民调，缺乏冷静祸酿
成。”这些口水谣，在村民之间提了上
句，马上就能对上下句。

马上要退休了，商兴春还是会忙
到嗓子哑走不动。有人说：“老商，岁
数也不小了，不要这么较真儿了。”“我
常想，档案里的案子或许能分出轻重
缓急，对当事人来说却是急难愁、老大
难。用心用情、将心比心总能获得信
任、推动达成和解，不仅节省了司法资
源，还更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何
况老百姓带着信任和期盼找上门来，
决不能寒了他们的心。”他说。

四十年来，商兴春扎根基层，服
务群众，先后获得过“全国模范人民
调解员”“滨州市调解工作专家”等
荣誉称号，但他最喜欢也最在乎的，
还是老百姓送给他的称号——“和
事佬”。没干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
事，一辈子都泡在老百姓的家长里
短中，每当为群众解决了一个问题，
他就有一种成就感，感觉自己无愧
于“共产党员”的称号。

2021年以来，邹平市市场监管
部门深入贯彻“奋战十四五 再造新
邹平”解放思想大讨论会议精神，认
真落实上级部门工作部署，进一步
解放思想、激发干劲、开拓创新，激
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外树品牌，加强知识产
权优势企业品牌培育力度

鼓励引导企业申请PCT国际
专利，增强涉外企业知识产权保护
意识。积极贯彻落实知识产权奖励
补助政策，组织企业申报PCT发明
专利、马德里国际商标、品牌资金奖
励等奖励补助资金共计109万元。

鼓励支持重点企业开展专利导
航项目，开展市级专利导航项目1
项，组织2个项目参加滨州市高价
值专利、核心技术专利（群）项目培
育。目前，邹平市有效注册商标总

量6542件，马德里国际注册商标总
量36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6件，
驰名商标5件，有效发明专利435
件，拥有省知识产权示范企业6家、
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3家。魏桥
创业、西王特钢等4家企业新入围
2021年山东省制造业高端品牌培
育企业名单，魏桥创业集团获评世
界品牌500强。

内强质量，贯彻落实
好《邹平市市长质量奖管
理办法》

做好首届邹平市市长质量奖的
调研和启动工作，用标准引领助推
高质量发展。通过前期对青岛等地
县级质量情况的实地调研，结合邹
平实际，起草制定《邹平市市长质量
奖管理办法》，有序启动邹平市“市
长质量奖”工作。

目前，魏桥铝业电解铝生产节
能标准化示范创建项目成功通过国
家节能标准化示范项目验收，成为
滨州市第一家节能标准化示范项
目，探索出了一条绿色节能环保电
解铝标准生产模式，形成了可复制
可推广的“魏桥模式”。山东宏桥铝
精深加工标准化试点项目和西王特
钢国家标准研发标准化试点2项试
点被列入滨州市级标准化试点项
目。组织4家企业的8项标准通过
滨州市惠企政策平台申报争取到奖
励资金92万元。截至目前，邹平市
共计参与制修订各类标准104项，
其中国际标准 3项、国家标准 49
项、行业标准 40项、地方标准 10
项、团体标准2项。

兼修环境，构建安全和
谐、优质有序的消费环境

结合“守护安全 畅通消费”
消费维权年度主题，广泛宣传消
费维权知识和放心消费创建活动
相关内容，提升全社会对放心消
费创建的知晓度和参与度。制作
了放心消费示范单位展播视频，
在新闻媒体、公众号宣传推广，充
分发挥放心消费示范单位的样板
带动作用。

截至目前，邹平市共有30962
家应创单位全部纳入放心消费创建
单位。创新性成立“邹平市消费维
权法庭”，将法律援助体系与消费维
权体系有机结合，把诉调对接全面
纳入消费维权体系，更加方便快捷
有效地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上半
年共接收消费投诉举报咨询3306
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68.2万
元。

外树品牌 内强质量 兼修环境

邹平市市场监管局创新实干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郭刚 通讯员 崔培培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康
曌 通讯员 薛国青 报道）7月 16
日，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孟晓雷
赴滨城区滨北街道督导全国文明
城市创建及国家卫生城市复审迎
检工作。

孟晓雷一行先后赴滨城区人
民医院、黄河三角洲小麦产业园

对面沿街、湖西小区实地查看了
卫生环境、公共秩序、创城氛围营
造等情况。孟晓雷指出，各级各
部门要按照创城测评体系标准，
在细节上下功夫，明确分工责任，
加强统筹协作，牢固树立“以人为
本、创建为民”理念，营造全民参
与的良好局面。

市领导赴滨城督导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及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工作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州讯（通
讯员 霍向锋 报道）7月18日，援
青题材院线电影《牛王》在济南山
东大厦举行首映礼。省政府副秘
书长、山东省对口支援青海干部
管理组党组书记、组长，海北州委
常委、副州长赵庆平，省委宣传部
副部长、省电影局局长程守田，省
政协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燕翔，

省纪委监委驻省司法厅纪检监察
组组长、省司法厅党委委员丁信
贤，省委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
会组织工委专职副书记马广峰，
省人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周春
艳，省住建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
晓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晓
娟参加活动。

援青题材院线电影《牛王》
在济南举行首映礼

阳信县流坡坞镇司法所所长商兴春：

四十年泡在百姓家长里短中
立志把难解的疙瘩捋顺磨平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阳信擦亮中国第一“牛”县金字招牌
（上接第一版）
《牛王》的成功推出，是阳信县

文化产业发展结出的一枚硕果。近
年来，阳信县通过倾力打造以古家具
收藏、制作、展销，古玩字画收藏、展
览、图书制品销售等类别的文化产业
体系，特别是挖掘古典民俗文化、鲁
绣、鼓子秧歌和牛骨雕刻等本地特色
文化资源，推进文化“走出去”，展示
阳信文化软实力，增强文化自信。

2019年10月28日，阳信县获得
“中国鲁绣之乡”称号。阳信荣秀绣
品有限公司在传承鲁绣工艺的基础
上，吸收国内外家纺先进技术，辅以
电脑科技，将传统穿花、刺绣、镶珠、
贴片等手工技法运用到产品之中，产
品全部出口欧美、韩国等10多个国
家和地区，带动就业4000余人。龙
福环能科技用废旧聚酯瓶生产的带
有花鸟、动物图案的挂毯，瑞鑫生产
的波斯地毯等畅销国外……如今，传
统工艺品在阳信焕发出勃勃生机。

作为中国第一“牛”县，阳信牛
产品在获得发展的同时，牛副产品
价值也获得飙升。牛骨经过蒸煮脱
脂、切割、磨光、拼嵌等工艺，摇身一
变成为精美的“象牙雕”作品，每件
作品价格从几十元到几万元不等，
既延长肉牛全产业链条，又增加了
经济效益。牛骨雕刻、牛骨瓷绘、牛
毫毛笔等文化产品，巧夺天工，匠心
独运，展现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和
魅力无穷的艺术风采，极大地提升
了阳信的影响力。截至目前，全县
拥有规模以上文化企业76家、省级
文化产业基地1个、个体文化经营
业户379家，从业人员3万余人。

做强生态循环产业推
进绿色发展

2019年，阳信县引入了中广核
农村可再生资源综合开发利用项
目，目前，这个位于流坡坞镇周商工
业园的项目已开工试运营。项目达

产后可有效解决牛粪等农村废弃物
污染问题，生产的生物天然气可以
缓解县域燃气供应压力，优化燃气
工程布局，促进城乡融合。

作为中国第一“牛”县、中国鸭梨
之乡、中国古典家具文化产业基地，
阳信拥有丰富的畜禽粪污、作物秸
秆、木材树枝等农林废弃物资源。立
足县域实际、民生所需，按照“一核、
两区、七基地”规划布局，阳信探索实
施“生物质颗粒成型燃料+生物质专
用炉具”分散式取暖、“生物质燃料+
锅炉机组”分布式取暖、生物质能源
热电联产余热集中供暖3种取暖模
式，先后被授予中国北方农村清洁取
暖典型模式示范基地、省生物质能源
推广应用示范县称号。

阳信县扎实推进工业绿色升级，
支持滨阳燃化参与裕龙岛地炼产能
整合转移，依托工业白油、高等级石
墨电极、聚苯硫醚等项目加快转型升
级；聚焦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条

现代化，支持京阳科技与业内领先企
业深化战略合作，建设全球唯一的人
造石墨负极材料一体化项目，打造全
国最大石墨负极材料生产基地；按照
绿色环保、高端健康产业定位，布局
建设绿色大家居产业园，积极承接京
津冀绿色家居产业转移，打造300亿
级绿色大家居产业集群。

阳信还不断加快农业绿色发展，
成功探索出小型智能节水灌溉“金阳
模式”，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试点入选
全国首批34个典型案例，获评“全国
节水灌溉示范县”“全国节水型社会
建设达标县”。壮大培育绿色环保产
业，依托中广核可再生资源综合利
用、光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环沃危
废处置等项目，全方位全过程推行绿
色规划、绿色投资、绿色建设、绿色生
产，提升资源产出率、回收利用率，全
力打造全国绿色能源示范基地，打造
高质量、高水平现代化“富强秀美、文
明幸福”的黄河三角洲精致城市。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孙文
杰 通讯员 张路生 报道）近期，我市
遭遇连续强降雨，大雨过后，由于田
间积水、植株机械损伤、土壤水分饱
和、空气湿度大等因素影响，对农作
物病虫草害发生有利。市农技专家
指出，要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田
间病虫害发生动态，大力开展专业
化统防统治，推行绿色防控技术，提
高防治效果和效率。

专家建议，防治蚜虫、棉盲蝽
可选用双丙环虫酯、氟啶虫酰胺、
吡虫啉、氟啶虫胺腈等交替喷雾；
防治棉铃虫可用氯虫苯甲酰胺、茚
虫威、甲维盐、虫螨腈、虱螨脲等交
替喷雾；防治玉米螟，可用氟苯虫
酰胺或氯虫·噻虫嗪，兑水喷洒心

叶部位，兼治蚜虫、蓟马和红蜘蛛
等；防治叶斑病、锈病等，可用吡唑
醚菌酯或唑醚·氟环唑悬或丙环·
嘧菌酯等兑水喷雾；对杂草严重的
地块应及时科学喷施茎叶处理除
草剂，也可进行中耕除草。

同时，专家强调，随着副热带
高压逐步北抬，雨带北移，有利于
南方草地贪夜蛾成虫起飞北迁。
7月中旬后，我市处于副热带高压
控制之下，盛行下沉气流，并且降
雨增多，增加了过境的迁飞性害虫
落地危害几率，一旦发现危害，应
立即组织防治，可用氟苯虫酰胺、
虱螨脲、除虫脲·高效氯氟氰菊酯、
氟铃脲·茚虫威、甲氧虫酰肼·茚虫
威等喷雾防治。

滨州农技专家
支招雨后病虫害防治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李
淑霞 通讯员 李新东 报道）7月16
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晓娟
到市创城办现场调度我市全国文

明城市创建工作。
王晓娟先后到综合宣传组、材

料提报组、技术督导组了解各项工
作进度，对市创城办精准制定城区
重点点位分布图、工作进度表等“挂
图作战”“倒排工期”做法给予肯
定。她强调，要坚持高标准推进，在
树标杆、出亮点上下功夫，并对测评
重点进行全面梳理，以点带面实现
全域高标准创建。要从全局出发考
虑问题，对全局工作系统思考。

市领导现场调度我市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