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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沾化区冯家镇开展
“小手拉大手，共建碧海蓝天”签
名践诺活动。

本次活动的开展，旨在鼓励
青少年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
起，从家庭做起，关注自然资源，
保护生态环境，积极践行绿色文
明理念，并通过自己带动家庭、
辐射社会，共同提高全民绿色环
保意识。（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
员 韩玲 刘学 摄影）

开展签名践诺活动开展签名践诺活动
深化绿色环保理念深化绿色环保理念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
刚 通讯员 张洁 报道）为保障学校
师生饮食安全，自9月1日起，邹平
市市场监管局连续开展秋季学校
食堂安全专项检查。

执法人员对各学校食品安全
保障工作进行现场督导检查，严格
督促学校落实主体责任，做好食堂
工作人员晨检等工作，严格落实索
证索票及进货查验、餐饮具清洗消
毒、食品留样等工作制度，要求学
校食堂工作人员严格按照操作规
范加工制作食品、饮品。同时，执

法人员针对重点食品加强监督抽
检，切实消除安全隐患，保障学校
师生“舌尖上的安全”。

与此同时，邹平市市场监管局
有针对性地开展食品安全专题培
训，宣传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明确
加工制作规程。结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反食品浪费法》的实施，要求
各学校加大宣传力度，弘扬中华民
族勤俭节约的优秀传统，采取针对
性、操作性、指导性强的举措，加强
监督，鼓励节俭，反对浪费。

邹平市市场监管局开展
学校食堂食品安全专项检查

9月10日教师节即将到来，邹
平市黄山街道中心幼儿园的孩子
们发挥奇思妙想，绘制出了一幅幅
漂亮的手型花，送给他们最亲爱的
老师。

“老师好，祝您节日快乐！”孩

子们用自己最简单真诚的方式表
达着对老师的感情。同时，在这温
馨的时刻，孩子们还表演了手指操

《我的老师本领大》以表达对老师
的爱和感恩。（滨州日报/滨州网通
讯员 甘俊斐 摄影）

绘制手型花情暖教师节

8月27日，滨城区三河湖镇白
家墩村组织开展“品质滨城，你我同
行”走进村居全民志愿者服务活
动。在一群忙碌的身影中，一位满
头银发的耄耋老人格外引人注意。
只见他一会儿捡垃圾，一会儿清扫
地面，一会儿清除房屋墙壁上的小
广告，活儿干得利索，丝毫不输年轻
人。

据社区工作人员介绍，这位老
人叫白青俊，今年86岁，是一名老
党员。他既不是保洁员，也不是环

卫工，却35年如一日义务打扫村庄
卫生，每天拿着一把扫帚，把房前屋
后、大街小巷的公共卫生区域打扫
得干干净净。一身朴素的衣服，一
张慈祥的笑脸，每天清晨，当人们还
在睡梦中的时候，白青俊已经开始

“工作”。
白青俊精神矍铄，和蔼可亲。

提起义务打扫卫生的事儿，他笑着
说：“我是一个老党员，我只是做了
一点点小事，不值一提。”据了解，白
青俊于1958年入党，曾任村会计、
镇砖窑厂会计，1986他在镇砖窑厂
会计的岗位回家。他始终不忘共产
党员的初心，一直想着为大家服务。

白家墩村是一个拥有1200多
口人的大村子，以前村里没有保洁

员，也没有环卫工，村庄卫生全靠村
民自觉，村庄环境卫生很难保证。
35年前，白青俊在打扫自家门口卫
生时，发现村里的公共区域有垃圾
没人扫，索性就一起扫了起来，这一
扫就是35年。其间，家人担心他上
了年纪身子骨受不了，劝他放弃，但
白青俊一直坚持着。“反正闲着也是
闲着，扫扫地，对我来说是平常的事
儿，既能创造好环境，又能锻炼身
体。”白青俊说。

渐渐地，在村里义务打扫卫生
成了白青俊的习惯，也成了村里一
道靓丽的风景线。虽然年纪逐年增
长，但白青俊的精气神十足，他笑
言：“每日扫一扫，健康又长寿！”现
如今，村里有了保洁员，镇上还专门

安排了环卫工，而白青俊还不肯“下
岗”，仍坚持每日清扫劳动。邻居白
青和说，白青俊35年如一日坚持清
扫卫生的行为让村民很受感动，现
在村民随手扔垃圾的现象越来越
少，随手捡垃圾的越来越多，村里环
境更加干净、整洁。

“余热未尽献，老骥不偷闲，”三
河湖镇吕桥社区党总支书记刘连峰
表示，“这句话在白青俊老人身上得
到了充分体现。作为一名老党员，
白青俊尽全力发挥余热服务群众，
用勤劳和热心维护着村庄整洁，用
实际行动践行着雷锋精神，也希望
所有村民都能参与到村庄环境卫生
保护中来，共同维护大家的生活家
园。”

三河湖镇86岁老党员白青俊：

35年义务打扫村庄卫生诠释为民服务初心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郭刚 通讯员 胡德民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邵
一娟 通讯员 张志刚 报道） 8月27
日，在滨城区秦皇台乡北贾村西蓝
花种植基地，张秀萍正仔细查看西
蓝花的长势，看着眼前这片绿油油
的“金疙瘩”，喜悦之情溢于言
表，她也更加坚定了以西蓝花产业
带动全村群众增收致富的信心。

据了解，西蓝花种植，是北贾
村党支部书记张秀萍经过多次考
察、筛选出的能够与当地土壤、水
情等实际条件相符合的特色项目。

“今年作为试点，我们村种植了
100多亩西蓝花，在刚开始种植就
已经有了‘婆家’，销路完全没有
问题。”张秀萍告诉记者。据了
解，北贾村的西蓝花采用采取“合

作社+公司＋基地+农户”的订单
模式，收获后由公司负责回收，解
决了村民的后顾之忧。

无独有偶，与北贾村西蓝花种
植基地一路之隔的就是孙长永的杜
仲种植基地。“我种的是杜仲的三
倍体，杜仲是一种中药材，可以加
工成茶叶，也可以做为绿化树，同
时杜仲胶还可用于制作轮胎。”孙
长永说。

孙长永是地地道道的秦皇台本
地人，一直在外打拼，随着近几年
农村的发展，他看到农业发展的巨
大潜力，毅然回乡立志为家乡发展
贡献力量。他依托乡党委政府的有
利政策，通过土地流转，发展苗
木、中药、大棚种植、果蔬等产
业，并建立生态园。

其实，在秦皇台乡，无论是西
蓝花种植产业还是大棚、果蔬、苗
木，这都是该乡夯实产业基础，因
村制宜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壮大集
体经济，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途
径。“说起我们秦皇台，可能大家
首先想到的是西瓜和食用菌。但近
年来，我们通过发展富民乡村产

业，实现了特色产业‘多点开花’，
催生乡村发展新动力。”秦皇台乡
党委委员、副乡长李铁滨对记者
说。

近年来，秦皇台乡积极整合各
种优势资源，对传统优势产业进行
转型升级，激活原有的传统农业，
做大做优做强农业产业，同时，加
大扶持发展特色产业力度，实现了
产业多元化、特色化，推动产业增
值，带动农民增收，将脱贫攻坚与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为乡村振兴增
添强大动力。

在张秀萍看来，发展西蓝花产
业的根本目的就是带动农民增收致
富。张秀萍算过这样一笔账：合作
社流转的都是老人的土地，承包给
个人的话每亩200元，而合作社则
根据地情流转费从每亩500元至
800元不等。西蓝花收获后，还要
进行初加工，村里的老人可以再来
干活，这样又可以增加收入。“现
在，村里的青壮年都外出务工，家
里都是老人和妇女，成立合作社之
后，他们就可以在合作社打工，实
现家门口就业，这样既鼓了群众的

钱袋子，又壮大了村集体收入。”
张秀萍说。

“自从种上西蓝花之后，我每
天都来基地干活，也不耽误照顾孩
子和老人，收入也不少。”正在给
西蓝花喷洒农药的一位妇女说。

而孙长永的生态园更是用工大
户，“我们生态园都是流转的附近
村里村民的土地，而用工我们则是
优先考虑流转土地的村民，用工多
的时候每天有五六十人，最少也得
二十多人，这样就带动他们增
收。”孙长永说，“下一步，我们在
发展一产的基础上，对农产品进行
深加工，实现产融发展，那样还会
增加用工，进一步拉动村民就业，
增加他们的收入。”

近年来，秦皇台乡依托丰富的
土地资源优势，在继续做优做强传
统优势农业产业的基础上，积极谋
划产业多元化发展新路径，实现

“多点开花”，进一步提升土地利用
率和价值，通过产业带动让农民分
享土地增值收益，从而将资源优势
转化为发展优势，最大限度激活乡
村发展“新引擎”。

秦皇台乡：

特色产业“多点开花”催生乡村发展新动力

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讯
员 刘雪晴 报道）近年来，邹平市行
政审批服务局充分发挥法治保障作
用，提升队伍法治素养，深化审批制
度改革，强化权力监督制约，将“法
治元素”融入行政审批全过程，致力
当好法治营商环境建设的“先行
者”，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提升队伍法治素养，
铸造依法行政利剑

该局制定《邹平市行政审批服
务局2021年学法计划》《邹平市行

政审批服务局2021年普法依法治
理工作要点》和党组学法计划，全面
提高干部职工的学法意识。运行“线
下集中学+线上自主学”机制，线
下，制定《行政执法人员培训标准化
体系建设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建立
党组会、全体职工大会、主题党日等
会前学法制度，并积极开展法律实
务讲座，目前共开展集体学法644
人次，形成了局党组带头学、中层干
部领着学、全体人员积极学的浓厚
氛围；线上利用微信公众号“学法小
讲堂”专栏、“法宣云在线”和微信工
作群等开展执法培训，提高干部职
工的法治思维和依法行政能力。全
方位、多渠道开展普法宣传工作，增
强群众遇事找法、办事依法、解决问
题靠法的法律意识。

深化审批制度改革，
争创一流服务品质

邹平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制定
“马上办”清单248项、“网上办”
清单216项、“就近办”清单110
项、“一次办”清单300项、“告知
承诺”清单90项，全面推进“一
次办好”。聚焦企业、群众的“急
难愁盼”问题和高频办理事项，整
合优化226件“一件事·一链办”
主题服务事项，不断提升政务服务
精准化、高效化、便民化水平。扎
实推进政务服务“双全双百”工
程，与27个市直部门建立协调机
制，围绕简化事项办理流程、优化
场景集成服务、编制标准化工作规
范、强化数据共享应用和线上线下
协同推进5个方面，对41个场景
和277个具体事项进行梳理优化、
实行流程再造，全面打造便民服务

“直通车”。

强化权力监督制约，
构建“亲”“清”政商关系

该局创新实施政务服务“民说
民评”恳谈机制，每两个月举办1
期，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服
务对象等谈服务体验，提意见建
议，自觉接受监督，目前已举办3
期，36名各界代表深入一线担当
行政审批“监督员”和政务服务

“体验官”，为促进依法行政、优化
营商环境建言献策。同时，该局在
市政务服务大厅制定“好差评”制
度设立“局长帮您办”窗口、“办
不成事”反映窗口、“吐槽找茬”
窗口，依法依规推进政务公开，
多渠道畅通“民声”，以社会监督
促进行政执法行为规范高效。严
格实行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及
时上报重大行政决策建议项目，
每季度开展执法案卷评查，推动
行政审批标准化、专业化、规范
化，以内部监督促进行政审批效
能再提升。

邹平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致力当好法治营商环境建设的“先行者”

杜店街道“红马甲”
助力织密反诈安全网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城讯（通
讯员 李金羽 报道）连日来，滨城
区杜店街道各社区志愿者组成

“红马甲”反诈联盟，通过面对
面、手把手指导群众下载注册

“金钟罩”，安装“国家反诈中
心”App，全力以赴做到反诈宣
传零距离、全覆盖。

该街道工作人员结合微信公

众号、微信群、朋友圈等途径，
逐街逐巷开展“国家反诈中心”
App的普及安装工作，针对手机
操作不熟练的老年群体，工作人
员单独上门指导安装，提高反诈
软件的安装率、使用率和普及率。

下一步，杜店街道将持续加大
反诈宣传力度，切实守好守牢居民
的“钱袋子”，保障群众财产安全。

滨州日报/滨州网无棣讯（通
讯员 张立柱 付丙刚报道）9月4
日，无棣县埕口镇中心小学组织部
分老师走访慰问贫困家庭学生。

每到一户，走访老师与学生
家长面对面交谈，介绍学生在校
期间的表现和应享受的国家教育
资助政策，细心了解了学生在家
的生活状况及学习情况，以及家
庭成员的身体状况、实际困难等，
鼓励学生家长坚定信念、战胜困

难，与学校携手引领学生健康成
长。

老师们还向家长询问了困难
学生国家教育资助政策落实情
况，并发放了《建档立卡贫困学生
救助政策明白纸》，逐一查阅了各
学期《建档立卡贫困学生资助金
发放告知函》，实现资助对象精
准、资助标准精准、资助金额发放
精准，确保困难家庭学生各项资
助政策落实到位。

埕口镇中心小学老师
走访慰问贫困家庭学生

滨州日报/滨州网沾化讯（通
讯员 赵相龙 报道）9月9日，沾化
区古城镇召开 2021年教师节庆
祝大会，表彰优秀教师和先进集
体，并安排下一阶段教育教学工
作。

该学区全体工作人员、各中小
学幼儿园校（园）长及优秀教师代
表欢聚一堂。与会领导为先进集
体和先进个人代表颁奖。

近年来，古城学区全体教职

工辛勤耕耘，努力拼搏，以饱满
的工作热情、过硬的业务能力不
断推动全镇教育事业发展。

此次会议的召开，既是对过
去工作的总结和回顾，也是对全
镇教育工作者的激励和鞭策，新
的学年，全体教职工将以崭新的
姿态、振奋的精神投入到教学工
作中，推动古城教育事业发展再
上新台阶。

古城召开教师节庆祝大会
表彰优秀教师和先进集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