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聚 第十四届全运会焦焦

滨州日报/滨州网韩城讯（记者
任宵 通讯员 董会青 报道）9月17日
下午，第十四届全运会柔道比赛决
赛在陕西渭南韩城赛区举行。滨州
选手杨俊霞代表山东出战，获得女
子-63公斤级比赛冠军。

比赛当日，杨俊霞进入状态较
快，在后半段使用一记寝技中的固
技，将对手控制住，从而“一本”获
胜，获得冠军。杨俊霞的第一枚全
运会金牌，终于在她 32 岁这一年
到来。获胜后，这位老将跪倒在地
亲吻赛场，眼泪夺眶而出，令人动
容。在现场观赛的滨州市体校柔
道教练张忠秀也流下激动的眼泪，

“太不容易了，真是太不容易了，她
战胜了自己的伤病，终于做到了。”
她对记者说，“俊霞年龄大了，多年
征战累积了很多伤病，但她始终没

有放弃，只要训练，她都百分之百
地付出。这枚金牌是对她最好的
奖励。”

赛后，杨俊霞接受了本报记者
采访，她表示，这是她的最后一届全
运会，这枚金牌是一个完美的收
官。当被问及是否会就此结束自己
的运动生涯时，杨俊霞表示，只要国
家需要，她还会继续努力，但是目前
是想好好休息，给自己放个假。她
也想通过记者向家乡人民表示感
谢，谢谢大家多年来对她的支持和
鼓励。

在随后进行的男子-81公斤级
三四名决赛中，同样来自滨州的选
手孙帅取得胜利。他战胜来自天津
的朱玉玺，为山东代表团获得一枚
铜牌。

滨州选手杨俊霞获女子-63公斤级柔道冠军

杨俊霞杨俊霞（（左左））在比赛中在比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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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介入现实 积极影响滨州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管林忠 通讯员 孙卫东 报道）阳
信县高度重视法治政府建设，
以法治建设助力民族团结进
步、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助推社
会平安稳定，创造了一批在全
省乃至全国可复制推广的先进
经验。2020年以全市第一名的
成绩获评全省法治政府建设示
范县，作为全市唯一县区荣获
全国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先进集
体称号。

锚定“走在前列”目
标，始终高点定位

强化组织领导，在全省率先
构建“一办四组”工作格局。严格
落实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
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专题研
究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建立法治
建设责任清单、重要法治工作事
项审批、领导干部述法等制度12
项，出台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领
导干部“五法并举”、矛盾纠纷非

诉化解等文件40个。
狠抓队伍建设，在全省率先

推行党政一体法律顾问制度。
655名行政执法人员、1908名网
格员、1483名调解员、882名法律
明白人、102名村级法律顾问助
力县域治理。12名党政一体法
律顾问全程参与重大决策和开展
合法性审查。2019年以来，全县
执法人员每年培训率、持证率实
现双100%；

（下转第五版）

阳信法治政府建设在全省“走在前列”
创造了一批在全省乃至全国可复制推广的先进经验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丁春
贵 报道）9月17日，市委书记佘春
明到南海苑、南部污水处理厂涵养
湿地、黄河三角洲农产品交易服务
中心、黄河植物园蓝染桥和儿童乐
园等处，调研项目规划建设情况。

在南海苑项目，佘春明一行听
取规划、建设、招商等情况汇报，实
地查看路桥建设、绿化美化等情
况。他指出，要做好项目规划，找准
功能定位，大力发展文旅、休闲、商
务、办公等业态，注重生态保护和修
复。要坚持边规划、边招商，尽快启
动项目建设。

南部污水处理厂涵养湿地工
程对保护当地流域水质和生态平
衡有重要作用。在查看项目运行
情况后，佘春明指出，项目建设促
进了生态环境改善，让群众得到
了实惠，也体现了干部作风转
变。要以项目为载体举办丰富多
彩的活动，让广大市民切实感受到
生态环境的改变。

黄河三角洲农产品交易服务中
心建成后具备展览、会议及酒店三
大功能。在实地查看项目施工进
度、展厅布局等情况后，佘春明要求
在做好规划的基础上，注重功能布

局，满足多种活动应用需要，注重施
工细节，加快施工进度，确保打造成
精品示范工程。

在黄河植物园蓝染桥，佘春明
一行听取桥梁建设及滨城区水系工
程汇报，他指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以水定城、以
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各级
各相关部门要做好规划设计，用好
水资源，打通城区水系，提高建设标
准，实行一体运营，推动实现绿色可
持续高质量发展。要树立一盘棋思
想，前置服务、主动作为，加快推进
生态修复、城区雨污分流建设和中

水回用、景观河改造等，进一步改善
环境，提升市民生活品质。

黄河植物园儿童乐园项目计划
建设集亲子互动、户外娱乐、寓教研
学、物理科普等多功能于一体的亲
子互动乐园，为少年儿童提供高品
质游乐、研学活动场所。听取项目
招商、规划等情况汇报后，佘春明指
出，完善城市功能是提升城市品质
的需要，在项目设计建设中要增加
互动性、科普性，减少季节变化对游
客的影响，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

郝吉虎参加活动。

佘春明现场调研城区重点项目建设情况

加快施工进度打造成精品示范工程
进一步改善环境提升市民生活品质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李

淑霞 通讯员 张梦麟 报道）9月17
日，滨州市十一届人大常委会举行
第94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王文禄主持会议，副主任刘
凤、王立勇、傅成栋，秘书长张毅出
席会议。

会议研究通过了市十一届人
大常委会第43次会议关于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山东省突
发事件应对条例》实施情况报告的
审议意见，关于《滨州市2021年上
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
行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关于
《滨州市2020年财政决算和2021
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

告》的审议意见，关于《滨州市
2020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
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的审议意
见，关于《滨州市“七五”普法决议
执行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关
于《全市未成年人保护法实施情况
的报告》的审议意见，关于市人民
法院《全市法院贯彻实施民法典，
开展民事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的
审议意见，关于市检察院《公益诉
讼工作开展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
见。

会议研究决定将听取和审议
市监察委员会关于整治群众身边
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情况的
报告，列入市人大常委会2021年
度监督工作计划。

王春山等列席会议。

市十一届人大常委会举行
第94次主任会议
王文禄主持会议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州讯（通
讯员 吴表昌 报道）9月17日上午，
市政协主席、张肖堂干渠市级河长
张兆宏采取“四不两直”方式，到张
肖堂干渠开展巡查工作。

张兆宏自张肖堂干渠上游长
江三路段徒步近4公里巡查至黄
河二路段，详细查看了各河段河
水水质、河道环境等情况，对部
分节点进行了重点巡查，并不时
走下河堤，查看堤坝设施管护、
水质改善状况，对个别部位存在
的河岸垃圾倾倒、杂草杂物漂浮
等问题，逐一拍照、记录。张兆
宏与岸边休憩的居民亲切交流，

仔细询问他们对河道管护、环境
治理的意见建议，邀请他们给河道
管护工作体检打分。

巡查结束后，张兆宏立即安排
工作人员将巡查发现的问题反馈
至有关部门单位，并对整改工作提
出要求。强调治河要先从岸上治
起，进一步加强常态化巡河和管
控，针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督
导，确保整改到位。要与文明城市
创建和卫生城市迎审相结合，加大
宣传力度，广泛动员群众参与，提
升工作精细化水平，形成全社会共
同护水的良好氛围，确保河畅水清
岸绿景美。

张兆宏以“四不两直”方式巡查张肖堂干渠

加强常态化巡河和管控
确保河畅水清岸绿景美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城讯（通
讯员 袁铁 报道）9月17日，市委副
书记张月波到滨城区梁才街道调
研乡村振兴工作。

张月波先后到梁才街道张王
村、滨农黄河生态园、梁才街道农
村党支部规范化建设实训中心等
处进行实地调研，并组织召开了座
谈会。

在张王庄村，张月波详细了解
了林果种植、大棚果蔬采摘、乡村
旅游三大主导产业发展情况，与村

“两委”负责人和村民亲切交流，鼓
励他们借助特色产业和特殊区位
优势，向“吃住行游购娱”配套齐全
的乡村旅游特色村进军。在滨农
黄河生态园，张月波走进火龙果种
植大棚，查看火龙果长势。该生态
园以种植火龙果、无花果、草莓、苹

果为主，兼种各类蔬菜，吸纳了不
少农村转移劳动力。张月波对此
高度认可，希望生态园继续提高效
益，增加农民收入，并辐射带动运
输、包装、加工、仓储等产业的发
展。

座谈会上，张月波指出，要紧
紧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
坚持现代化农业理念，以党建为引
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示范带
动作用，立足各自资源禀赋和优
势，强化项目规划，因地制宜、因村
制宜，像经营企业一样经营村庄，
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增加村集
体经济收入，带动更多农民增收，
提高农村自我服务和基层治理水
平，走出一条共同富裕的乡村振兴
之路。

张月波到滨城区梁才街道调研

立足各自资源禀赋和优势
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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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酒泉9月17日电（记者
黎云、张汨汨）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1年9月
17日13时34分，神舟十二号载人
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
陆，执行飞行任务的航天员聂海胜、
刘伯明、汤洪波安全顺利出舱，身体
状态良好，空间站阶段首次载人飞
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也是东风
着陆场首次执行载人飞船搜索回收
任务。

此前，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已
于北京时间16日8时56分与空间
站天和核心舱成功实施分离，随后与
空间站组合体完成绕飞及径向交会试
验，成功验证了径向交会技术。

17日12时43分，北京航天飞
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
回指令，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轨道
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此后，飞船
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
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后，担
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第一时
间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
后，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
健康。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于6月17
日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
随后与天和核心舱对接形成组合
体，3名航天员进驻核心舱，进行了

为期3个月的驻留，在轨飞行期间
进行了2次航天员出舱活动，开展
了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

验，在轨验证了航天员长期驻留、再
生生保、空间物资补给、出舱活动、舱
外操作、在轨维修等空间站建造和运

营关键技术。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行任
务的圆满成功，为后续空间站建造
运营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
3名航天员安全顺利出舱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任
斐 报道）9月17日，市委副书记张
月波到滨城区督导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及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工
作。

张月波一行先后到光明社区
背街小巷、市工行宿舍南院现场
督导，重点查看了环境卫生、公共
秩序、创建氛围等情况。随后，张
月波一行又到清怡农贸市场、颐
馨园小区现场督导迎接国家卫生
城市复审工作开展情况，并听取
了相关工作情况汇报。

张月波对各背街小巷、小区、
农贸市场整治取得的积极成效给

予肯定。他要求，进一步细化分
工、压实责任，严格对照标准要求
逐一梳理排查，确保各项工作任
务落细、落实。积极借鉴和总结
背街小巷、小区、农贸市场整治的
经验做法，不断提高工作水平，形
成长效管理机制。针对部分小区
存在的“空中飞线”等问题，张月
波强调，要全方位查缺补漏、补齐
短板，着力部署实施“飞线”整治
等工作，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难
点问题，让群众真正得到实惠与
便利。

穆杰参加活动。

张月波督导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及迎
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工作

对照标准要求逐一梳理排查
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细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