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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任
斐 通讯员 吴国建 孙明月 报道）为
进一步提升基层党建工作效率，探
索构筑基层党建工作新模式，7月
1日，滨州建筑工程施工图审查中
心党支部以“拓宽信息化应用渠
道、利用数字化‘赋能’党建”为目
标自主研发的“数字化党建平台”
正式上线，助推基层党建水平再

“升级”。
“‘数字化党建平台’定位‘基层

’、注重‘过程’，是对基层数字化党
建工作新模式做出的积极探索和实
践。”滨州建筑工程施工图审查中心
党支部书记、主任刘立明介绍，该中
心党支部自主设计的“数字化党建
平台”融入了基层党支部的工作经
验，精准定位于“基层支部级”，各项
功能完全贴合基层党支部党建工作
实际。

“数字化党建平台”着重“过

程”。借助该平台，党支部活动、党
小组活动以及党员个人活动的发
起、进行、记录、总结、上传、补课等，
能全部实现在线完成，且需要每一
名党员完整参与，而非仅管理员参
与，此举能使党建学习目标更清晰、
活动执行落实更明确，有利于进一
步激发党员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
性，激发基层党支部的活力。

不仅如此，借助于数字化“赋
能”，“数字化党建平台”还实现了基
层党支部工作的“化繁为简”和数字
化管理。“基层党支部可以通过学习
强国、灯塔在线等国家级、省级平台
在线完成部分工作，但是仍有大量
工作仍需要线下完成。‘数字化党建
平台’上线后，图审中心的党支部活
动将全面实现数字化管理。”刘立明
向记者展示了“数字化党建平台”的
界面，记者看到，该平台下设支部活
动、党小组活动、数字资料馆、党务

公开、支部日历、“三会一课”记录
簿、党员积分手册、党务签批等栏
目，基本覆盖了基层党支部的全部
工作内容，各项工作都可以在线完
成，“化繁为简”，真正提升了工作效
率。

“数字化党建平台”分为电脑端
和手机端，其中电脑端面向党支部
管理员，手机端面向党支部党员。
通过电脑端，可以实现党员信息、党
支部信息、学习活动、学习材料、党
务公开等的数字化管理；通过手机
端，党支部党员可以在线参加活动，
记录活动内容，上传活动图片和视
频。借助该平台，还能生成数字化
的党员积分手册，并建成数字资料
馆，通过二维码管理党建工作资料，
实现基层党建工作数字化、智能化、
信息化，助推基层党建工作迈上一
个新的台阶。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任
宵 通讯员 董会青 报道）举世瞩
目的东京奥运会将于7月23日正
式拉开大幕，3名滨州籍运动员随
中国代表团出征，分别是女子柔
道名将杨俊霞、男子射击名将张
博文和女子赛艇名将鲁诗雨。

赛程显示，第一个登场的滨
州籍选手是张博文，他将于7月
24日上午参加男子十米气手枪
比赛。在国内的选拔赛中，他曾
经一枪逆转老将庞伟，实力可见
一斑。他表示，奥运赛场无弱
者，自己会竭尽全力去比赛，希

望能拿到一枚奖牌。
同样在7月24日登场的还有

鲁诗雨，她将出战女子四人单桨的
预赛。如果顺利晋级的话，她将于
7月28日上午参加决赛，届时很有
可能看到她站上奥运最高领奖台。

参加女子柔道-63公斤级比
赛的杨俊霞，将于7月27日上午亮
相。她也是3名滨州籍选手中唯一
有过奥运经验的老队员，在2016
年的里约奥运会上，杨俊霞在复活
赛中遗憾地不敌以色列选手格比，
无缘铜牌争夺战。此次出征，她做
好了充分的准备，争取实现突破。

3名滨州籍运动员
出征东京奥运会

“什么是火线入党？就是我去
死，你们好好活！”在滨州高家渡革
命历史纪念馆，83岁的义务讲解员
张守垒噙着泪，讲述着本村党员李
天佑为掩护同志而牺牲，头颅被敌
人挂在城墙上示众的壮烈故事。

张守垒已是重度耳聋，但深刻在
心的红色记忆不曾模糊。不管刮风下
雨，只要有人参观纪念馆，就有他的陪
伴。因为一个月57场、一天最高5场
讲解的连续性高强度工作，张守垒的
嗓子哑了，手也哆嗦了，但他激情如
昨：“俺们村有英雄气，我骄傲！”

这样的党史“守望者”，在滨州
市有很多。

如回民“活雷锋”杨广和，他的
“雷锋车”开到哪里，就把好事做到哪
里，是民族团结的好榜样；如王侦祥、
王玉顺、王建亮、王宏成是一家四代
守塔人，70多年接力守护抗战烈士英
灵；如百年名校邹平长山中学，将老
校长马耀南师生举义点燃鲁中抗日
烽火的精神融入教学、课程、学生心
灵；博兴县老党员王树银对“兴福现
象”历史进行解读，讲述滨州实践是
如何助力国家决策的……

这些守望者，不太会讲抽象的宏
大叙事，背诵长篇大论，但他们对本
地人本地事熟念于心，往往用老百姓
的大白话将历史真相一语道破，将党
史的温暖、力量送到田间地头。

“ 土 八 路 的 大 实
话”——老百姓自己的故
事成为最震撼的红色旋律

如此土气的讲述，群众爱听吗？
“土八路？土八路！土怎么了，

就是因为土，共产党才成了人民的
政党，救中国的唯一希望。”这是滨
州解放前老战士们的共同心声。

邹平老战士李京棠今年91岁，
惠民老战士王兰初今年92岁。当
初，他们参军时，在连队里年龄最
小，个子还没枪高。

为啥当兵？

他们回忆，国民党当兵是抓壮
丁，捆绑着去，家里没人管；共产党
征兵呢，是土改分给家里土地，是高
头大马披红挂绿敲锣打鼓送去！因
为岁数小，在战场上班长、连长都护
着他们，最危险的地方不让他们去，

“每次都是共产党员先上”！
语言如此实在，画面更让人落泪。
在渤海革命烈士陵园，长长的

渤海革命老区烈士英名录碑廊里，
经常能看到坐着轮椅拿着放大镜的
老人在寻找战友的名字。

那石碑上的名字，密密麻麻，有
55308个。老人们说，“在你们眼里，
看到的是名字。可我们看到的，都是
一个个曾经活蹦乱跳的小伙子！他们
牺牲时，大多数没娶媳妇没有后代，还
有很多人连个名字都没记下来！”

为啥？
退伍后当过几十年村支书的王

兰初老人这样解释：“打土豪分田
地，终于吃饱了饭。在战场上，遇到
最危险的情况都是党员先上！越是
最苦最累最危险，就越是考验党性
的时候。正因为这样，战士们才心
服口服，部队才有惊人的战斗力。”

“我们村里的人”：放
下书本的师生壮烈从军塑
造了红色校风、民风、家风

脱下长衫，主动选择了“土”，是
党史的重大转折。

“李天佑、张静源，曾经是大城
市的教书先生，自己家不愁吃穿，但
见不得穷人累死饿死，所以他们参
加革命，脱下长衫干农活，最后壮烈
牺牲。”张守垒说。

毁家纾难，革命激情就是如此
点燃的！如长山中学是“将军的摇
篮”，缘起就是校长马耀南放下粉
笔，带着60余名师生举义。

看，共产党带领师生，钻山沟、打
游击，端起了土枪洋枪，挥动着大刀
长矛，用劣质武器对抗装备精良的日
伪军，视死如归，打出了学生军的威

风。在百姓眼中，这些师生出自富裕
人家，但国难当头，他们没有抱定饭
碗当奴才，反而散家财而图救亡。

行动是最好的示范。马耀南三
兄弟的牺牲，对民众的震动特别
大。多年后，马耀南的长子马立修
靠老照片、老故事才慢慢走近父
亲。他感慨：“马家是牺牲了3个好
男儿，可谁能活千年？假如，当年每
个人都怕死，哪里会有今天的好日
子？！”

在马立修看来，历史不是以一
敌百的“抗日神剧”，常常是悲壮的
热血反抗、不对等的极限挑战。对
比当时的中日力量，我们的队伍不
仅武器差、装备差，战士们的身体素
质、文化水平也远不如日军。正因
此，可见书生从军的壮烈。

红色家风，同样滋养了阳信回
民“活雷锋”杨广和。杨广和出身于
革命家庭，爷爷、奶奶、姥姥、爸爸、
哥哥都是党员。人们说，他的“雷锋
车”开到哪里，好事就做到哪里。十
几年来，他救火十几次，他的出租车
后备箱里常备修车、修路、救人、救
火等所需的工具。他还冒着生命危
险抓获了5名犯罪分子，犯罪分子曾
拿出钱收买他，他说，“雷锋精神，你
用多少金钱也买不到。”今天，27家
学校聘他为校外辅导员，他自费建成
的雷锋事迹展览馆向大众免费开
放。他用赤诚之心，感动着回汉群
众。如今，在阳信刘庙，哪里有人闹
矛盾了，经常会说：“叫广和来说说！”

“村头的大喇叭”：让
红色课堂、红色广播、红色
舞台、红色服务走进日常

炎夏，黄河如金黄飘带，火红的
党旗、团旗在蓝天下随风飘扬。在
惠民县清河镇古渡口，1947年陈毅、
粟裕渡河处，在抗美援场老战士王
中华见证下，清河镇中学的新团员
宣誓入团。

这些黄河娃自小知道，当年陈

毅渡河的重大意义——41万军民北
渡，在山东唯一没被攻占的解放区
休养生息。而他们的祖辈们，用小
推车推着物资支援前线。陈毅的誓
言得到验证：“今日携万民渡河，他
日我军将饮马长江！”

下了黄河大堤，有个村子叫丁
和圈。在清末古建筑丁氏故居旁，
村民们坐着马扎凑一块正听大喇
叭。每天下午6点，是他们的“红色
时间”。“年纪大了，眼睛花了，看书
看手机都不方便，有了这个大喇叭，
每天都能听到好故事！”70岁的老党
员丁惠君说。

再往东，滨城区沙河街道于家
村，则是另一种热闹景象——快板
剧、歌舞、小品、情景剧、故事宣讲
……该村鼓励老百姓用自己喜爱的
方式，诠释身边的党史。这也是“滨
滨有理——听党话、感党恩、跟党
走”新时代文明实践流动讲堂的探
索之一。

为打通“最后一公里”，滨州娃
录播“小虎滨滨访红色遗址”“追寻
老渤海红色印记”“百名党员讲故
事”“从渤海到海南”“渤海先锋”等新
媒体作品；发挥“红色志愿者”的积极
作用，如无棣将义诊、理发、学习辅导
等服务融入村里的党史课堂。

跳出教材，跳出生硬的机械背
诵，滨州正在以身边化、故事化、艺
术化、服务化的形式，解决党史宣讲
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在探索中，一群“最土气”又是
最赤诚的党史守望者，起到了重要
作用。他们的故事，其实是在不断
强化“历史与现实”“家国与个体”

“史实与实事”的相互关系，让讲史
者脚下有根、心中有光，让学史者眼
前有物、身边有暖，不断内生前行的
力量。

正如市委书记佘春明所说：一
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人民是历史的
亲历者和创造者，学史讲史只有结
合实践、融入时代才能常学常新。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滨州：这里有最接地气的党史守望者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刘清春 通讯员 牛成龙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任斐
通讯员 司光昌 报道）自6月 24日
起，市主城区的5000辆哈啰电单车
开始陆续升级换新，新更换的电单
车不仅配置升级，更统一配备了安
全头盔，“一车一盔”为市民安全出
行“保驾护航”。

“这头盔配得及时，配得好！”在
渤海十八路帝堡广场南侧，市民朱
长清戴着哈啰电单车新配备的头
盔，冲记者竖起大拇指点赞，“骑哈
啰电单车有了头盔保护，骑行更安
全、更有保障了。”

记者在现场看到，此次哈啰电
单车配备的头盔的颜色是统一的

“哈啰蓝”，和车身颜色一致。每个
头盔都连着一条防盗链，防盗链的
另一头通过防盗锁固定在左侧的车
把位置，能有效防止头盔丢失。头
盔平时放置在前面的车筐中，市民
骑车时佩戴头盔，防盗链的长度足
够保证骑行舒适方便，骑行结束后
只需把头盔放回车筐中即可。

“骑电动车出行时正确佩戴安

全头盔，对保障群众的生命安全具
有重要作用。”市城管监察支队副支
队长张洪波介绍，结合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的工作要求，市城管局坚持
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与哈啰单车运营方积极沟通、指导

其制订实施方案，为市主城区的
5000辆哈啰电单车配备头盔，并将
车辆升级换新。

张洪波介绍，此次哈啰电单车
配备的头盔都符合国家安全标准，
头盔内部的后方和下方有两处调节

带，使用时可以根据需要调节佩戴
时的大小和松紧，在保障骑行安全
的同时，让使市民佩戴更加舒适。
新更换电单车的各个配件也都实现
了升级，其中车座更加宽大，市民骑
行时坐着更加舒适；续航里程提升，
充满电后能骑行70公里；车闸等配
件也都进行了升级，让市民骑行更
加安全。

除指导哈啰单车的运营方配备
头盔外，市城管局还监督其规范共
享单车的停放、维修等，防止出现乱
停乱放现象，维护市容秩序整洁有
序。目前，哈啰单车运营方的60名
运维人员每天都分区域在市主城区
巡视，负责规范车辆停放，发现问题
车辆及时进行维修处理。

“一期将重点在学校、医院以及渤
海国际、万达广场等人流密集区域，率
先完成1000辆哈啰电单车的换新和
头盔配备工作，实现‘一车一盔’。”张
洪波说，计划在8月中旬，市主城区
5000辆哈啰电单车全部完成车辆换
新和头盔配备，保障市民骑行安全。

市主城区将更新5000辆配备头盔的哈啰电单车

拓宽信息化应用渠道 利用数字化“赋能”党建

滨州图审中心自主研发的“数字化党建平台”上线

遗失声明
联系电话：3186726 18654306492

滨州君和物流有限公司鲁
MAD725（黄色）道路运输证丢
失，证号：371602310978，声
明作废。

山东德强电力工程有限公
司丢失山东坤隆达置业有限公
司2021年5月7日开具的投标
保证金收款收据收据联1张，金

额 ：100000 元 ，收 据 号 ：
0006479，声明作废。

山东省互联网传媒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滨州分公司公章破
损，编码：3723000003745，
声明作废。

山东省互联网传媒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滨州分公司合同专
用 章 破 损 ， 编 码 ：
3723000003747，声明作废。

为了解群众对自然资源和规划工作的意见建议，倾听群众诉
求，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烦心事、揪心事、操心事，结合党史
教育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提高政府开放日效能，滨州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计划组织开展第2期“开门听诉”政府开放日活动，面
对面听取群众诉求和意见、建议，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主题和时间
主题：工程规划审批、竣工规划核实、不动产历史遗留问题处

置及其他自然资源和规划领域的问题
时间：2021年7月24日上午9:00。
地点：滨城区黄河四路287号（黄河四路与渤海十八路交叉口

东北角）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309会议室。
二、意见征集和活动报名方式
公众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拨打电话等方式反映问题、提供意见

建议和报名参加活动，来信来件请注明姓名和联系方式。
1.发送电子邮件地址：bzhjch@163.com。
2.服务电话：0543-3180416。
三、征集和报名截止时间
意见征集和活动报名截止时间：自即日起-2021年7月22日

下午6:00。本期根据报名情况确定15-20名群众（反映同一问题
的群体推荐2—3名群众代表）参加现场听诉活动。

四、意见建议办理反馈
滨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听取和受理的问题及时梳理汇

总，建立台账，及时研究解决，能当场解决的当场答复，因法律法规
政策及其他原因不能当场解决的，核实情况，制定解决方案限期解
决，并采取适当方式及时向反映人进行反馈，并向社会公布。

特此公告。
滨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7月19日

滨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组织开展
“开门听诉”政府开放日活动的公告（第2期）

国有资产处置公告
附件：一、基本情况

滨州市工商大厦位于黄河六

路以南、渤海六路以东，滨州市黄

河六路558号。该楼建于1994年，

分为地上 10 层，地下 1 层，建筑结

构为框架结构，建筑面积10086.94

㎡。曾用作滨州工商行政管理局

办公楼，酒店等。该楼未办理不动

产证，前后无停车场。目前为闲置

状态。

二、对受让方的基本要求

1.允许用途：公寓、酒店、写字

楼等或组合使用，必须在国家法律

或法规规定的经营范围内，严禁经

营违法、违规业务。

2.房屋出租时以现状交接，出

让人不承担现状以外的任何义

务。申请人应在公告期限内对租

赁房屋进行实地踏勘，并可就有关

情况向出让人咨询，凡参与者都视

同已经实地踏勘，确认了拟出租房

产范围、公示的面积并认可拟出租

房产现状要求，出让人无义务承担

任何责任。

3. 竞得方消防等装饰装修费

用自付，并达到合格标准。

4. 租期及租金控制：15 年，租

金年付，先付租金后经营。 水、电

费据实结算。

5.未征得甲方书面同意，不得

转租或分租给第三方。

三、其它未尽事宜以签订的正

式合同为准。

受有关单位委托，我中心定于2021
年8月17日上午10时起在滨州公共资
源产权（要素）交易大厅（http://www.
bzggzyjy.cn/bzweb/cqjydt/）以 网 络
动态报价方式公开处置滨州市工商大厦
15年租赁权一宗。自由报价期：自2021
年 7月 20日 10时起，限时报价期：自
2021年8月17日10时起。

符合竞买方资格要求（见附件）的竞
买申请人须提前注册登录滨州公共资源
产权（要素）交易大厅提交竞买申请，自
动获取账号并按要求足额缴纳竞买保证
金。（注：资质不符报名参与的，其竞价无
效。）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2021年
8 月 16 日 16 时（以银行到账时间为
准）。本次公告所涉及资产只接受网上
竞买申请，通过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即
时到账（竞买申请人名称和交款方名称
须一致）。

竞得入选人须在竞价结束后登陆竞
价平台进行身份验证，同时下载成交确
认书并在买受人处盖章（或签字），携带
本人（单位）有效身份证件及复印件到标
的所在单位办理成交确认手续。

标的展示时间：2021年8月9日-8
月16日

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展示电话：18805439990
中心地址：滨州市黄河八路355号
中 心 电 话 ： 0543—3165921

3165536
技术支持电话：0543-3165525

滨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1年7月20日

寻找弃婴生父母公告
2016年3月27日在

滨城区滨北办事处河东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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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人持有效证件与滨州市公安局滨
城分局滨北派出所联系，联系电话：

0543-3510035，联系地址：滨城区
滨北办事处梧桐五路与凤凰二路交
叉口滨北派出所。公告期限30日。

滨州市公安局滨城分局滨北派出所
2021年7月20日

滨州日报/滨州网高新区讯
（通讯员 姜志远 赵新明 李桐让
翟江涛 报道）为缅怀革命先烈，
接受红色党性教育，7月14日，
滨州高新区第二小学组织全体
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共38人走进
孟良崮战役纪念馆、沂蒙红色影
视教育基地，开展了以“听红色
故事、追红色记忆、悟红色精神”
为主题的党史学习教育活动。

在孟良崮战役纪念馆，一行

人跟随讲解员了解了共产党和
人民群众的鱼水之情，感受了革
命先辈忠于信仰、舍身忘我的革
命精神。随后，在烈士英名塔
前，全体党员面对党旗高举右手
庄严宣誓，重温入党誓词。

参观学习结束后，大家纷纷表
示，思想上接受了一次全新的洗礼，
一定会铭记历史，牢记党员的神圣
使命，学习先辈们的革命精神，以
更加饱满的热情投身到工作中去。

高新区二小党员教师
暑假强化党性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