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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任
斐 通讯员 张兵 刘东星 报道）今年
以来，无棣县高度重视“渤海红色物
业”建设，将其作为改善居民居住条
件、提升基层社区治理的重要举措，
不断加强和创新党对物业企业的组
织领导，积极建立完善“三个机制”、
用好用活“三个抓手”、做精做细“三
类服务”，打造红色阵地、凝聚红色
合力，“渤海红色物业”建设全面破
题开局，促进物业服务水平和小区
居民满意度不断提升。

建立完善“三个机制”，推动各
部门联动攻坚。该县构建“红色物
业”引领机制，成立由无棣县住建局
牵头的物业管理行业党委，深入推
进物业企业党组织覆盖；目前，无棣
县31家有服务项目的物业企业通
过自建、联合组建等方式全部成立
党支部，物业企业党组织覆盖率达
到100%。完善部门联动机制，构

建由住建、民政、综合执法、信访、市
场监管、镇办党工委及物业企业党
组织参加的联席会议制度，截至目
前已经召开联席会议2次、提出问
题21个，已经解决问题19个，另有
2个问题正在积极协调处理。坚持
考核评价机制，理顺物业服务管理
体制，赋予镇街对物业服务企业的
管理考核评价权，发挥镇街在物业
管理中的主体作用，截至目前对接
镇街、民政等召开工作推进座谈会
3次，计划11月对物业企业开展第
一轮考评。

用好用活“三个抓手”，提高物
业服务水平。该县抓好党建引领,
按照全市“渤海红色物业”建设三年
工作要求，力争到2022年全县居民
小区物业服务覆盖率、业委会或物
业 管 理 委 员 会 组 建 率 均 达 到
100%，同时积极推进馨园小区、恒
丰国际等2处“渤海红色物业”建设

示范点创建工作。抓好服务推送，
统筹镇街、部门、物业服务企业力量
开展物业咨询活动5次，解决问题
30余项；下一步将积极与司法部门
对接，争取10月底前联合开展法律
援助、上门服务等活动。抓好政策
支持，根据《滨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
发滨州市精准服务市场主体工作实
施方案的通知》，对物业领域市场主
体进行全面摸底排查，掌握物业领
域市场主体发展现状，截至目前已
经完成市场主体排查53个。

做精做细“三类服务”，提高小
区居民满意度。该县做好业主权益
诉求服务，立足居民需求，探索形成

“线上线下”双线推进格局解决群众
诉求，上半年经“12345”政务服务
便民热线反馈调解物业相关矛盾纠
纷298起，物业服务的投诉量同比
下降6%以上，群众满意度由93%提
升到96%；通过召开物业服务管理

联席会、纠纷调解会等方式，协调解
决矛盾纠纷、提供物业咨询等 37
项。做好物业管理监督服务，今年
以来，无棣县城市建设服务中心共
开展物业领域监督检查30余次，下
发整改通知书21份；组织有物业服
务项目的31家物业服务企业开展
消防培训，普及消防安全知识，保障
居民财产与生命安全。做好住宅小
区创新服务，其中海丰街道建立“红
色物业”建设联席会议制度，组织辖
区内部分老旧小区的业主代表和
10个“双报到”物业服务企业进行
座谈交流，完成30余个老旧小区物
业提升服务；棣丰街道不断创新物
业管理模式，率先在水榭花都居民
小区实施业主大会电子表决，切实
解决业主大会召集难、召开难、投票
难、成立难等问题，为提升社区服务
品质、打造“红色物业”夯实了基础。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李
淑霞 通讯员 杨义莹 梁国宝 报道）
秋风习习，笑意盈盈，60余位古稀
老人分别围桌而坐，享美食、品戏
曲、拉家常，其乐融融……9月15
日，邹平市临池镇郑家村“感党恩·
迎中秋”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在村
内广场举行。

据悉，此次活动作为临池镇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开展的中秋系列
活动之一，分为共吃团圆大锅饭、
共赏吕剧、分发中秋礼品三个环
节。“我已经70多岁了，眼看着大
家伙儿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从过
去的吃不饱穿不暖到现在想咋吃

咋吃、想咋玩咋玩，我们打心底里
感谢党和国家。”席间，一位老人动
情地说。

置办美食、搭建戏台……为筹
备好这次迎中秋活动，临池镇众多
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从当天下
午就开始忙得不亦乐乎。“我们举
办这次活动的目的就是感谢大家
为村集体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重
温过去的艰苦岁月，享受现在的美
好生活，更是发扬中华民族尊老爱
老的传统美德，在潜移默化中推动
孝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郑家村党
支部书记毕明德说。

临池镇郑家村60余位
古稀老人共享团圆大锅饭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青
博 通讯员 申学滨 杜梦楠 报道）近
日，滨城区医疗保障局政策宣传专
班人员走进里则街道兰家村开展医
保政策宣讲活动，让村民在家门口
了解最新的医保政策。

该局宣传人员就老百姓最关心
的医保领域民生热点问题，向参保
群众进行了宣讲和解读，并现场为
村民答疑解惑。

此次宣讲活动，不仅提高了参保
群众对最新医疗保障政策的知晓率和
认可度，还让村民在家门口享受到了
便捷、贴心的医保服务，实实在在感受
到了医保人员的服务热情。“通过参加
此次培训，我对医保政策有了更全面
深入的认识。以后，我们进村入户开展
城乡居民医保参保工作宣传就更有底
气了，这场培训来得真及时。”一位听
完医保政策宣讲的村干部说。

据工作人员介绍，针对参保群
众在就医过程中遇到的难点、堵点、
痛点问题，滨城区医疗保障局结合
当前医保政策的变化和更新情况，
组织专班人员进街道、乡村开展医
保政策宣讲活动，有效推动政策解
读深入基层，才能更好地为基层村
民群众服务。

“我们积极与各街道、乡镇
沟通协调，利用他们的会场，充

分开展医疗保险的参保、信息登
记、医保关系转接等相关医保知
识培训，用通俗易懂的‘大白话’，
制作群众喜闻乐见的动漫PPT进
行直观形象的讲解，让医保政策
深入人心。”该局医疗保险征缴负
责人宋梅告诉记者。她介绍，自今
年 5月以来，该局已完成 12场巡
回宣讲，覆盖12个乡镇、街道，受
众群体近5000人。

滨城区医保局将惠民政策宣讲送到群众家门口

无棣县“渤海红色物业”建设全面破题开局
促进物业服务水平和小区居民满意度不断提升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
刚 通讯员 赵新亮 报道）9 月 15
日，滨城区杨柳雪镇西辛庄村委会
大院里，来来往往去拉麦种的群众
排起了长队，为即将开始的秋收秋
种忙碌起来。

为在玉米收获后及时播种冬
小麦，该村及时将镇政府农业部门
联系订制的师栾02-1优质麦麦种
分发到群众手里，村“两委”班子成
员中午加班加点，通过合作社给全
体村民发放麦种，在现场帮助农户
装车，切实解决了村民个人购买麦
种的不便。

据了解，随着玉米秋收季的到
来，杨柳雪镇农技站出台了《杨柳
雪镇秋收秋种技术指导意见》，在
全镇推广种植师栾02-1小麦，今
年预计能达到80%左右。该小麦
品种属于半冬性中熟品种，幼苗匍
匐，分蘖力强，成穗率高，株高72
厘米左右，株型紧凑，叶片浅绿，叶
小上举，穗层整齐，活秆成熟。弹
性好，抗倒伏。2006-2007年生

产试验的平均亩产为560.9公斤，
适宜在山东中北部等地播种。在
此基础上，根据适合滨州地区小麦
生产的优越性，济麦 44、裕田麦
119等麦种正在大力推广中。

在全力做好小麦新品种推广
的同时，该镇农技站工作人员建议
农民群众根据气候特点实施晚收，
即在玉米收割期推迟7到10天后
再进行收割，能使作物每亩增产
50到100公斤。

据介绍，该镇根据区农业农村
局统一部署，计划实施1.4万亩农
田深翻任务，极大地提高了土地蓄
水保墒能力和抗旱除涝能力，更好
地促进小麦生长。

今年，杨柳雪镇种植玉米7.4
万亩（含春玉米），为做好秋收保
障，截至目前，该镇农技站统一购
置各类农机机械82台，其中收割
机47台，旋耕犁12台，播种机、秸
秆粉碎机、喷雾机、拖拉机等机械
23台，进一步提高秋收秋种工作
的机械化水平。

杨柳雪镇
继续推广良种小麦种植
今年师栾 02-1 小麦预计达到 80%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孙文
杰 通讯员 陈翠娟 报道）今年以来，
博兴县扎实推进全国电子商务进农
村综合示范项目建设，围绕草柳编、
老粗布、木制藤编家具、商用厨具等
特色产业，建设完善农村电子商务
公共服务体系、农产品上行体系、县
镇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和电子商务
人才培训体系，积极打造“品牌+生
态+智慧”的电子商务进农村新模
式，进一步畅通了农产品进城和工
业品下乡渠道。

电商公共服务中心投
入运营，村级服务点将覆
盖70%行政村

博兴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
范项目按照建设“1950”电商公共
服务体系的要求，依托草柳编产业
园，升级改造1个县级电子商务公

共服务中心，提供服务于政府、企业
及农民的一站式咨询及技术服务，
提供农特产品品牌经营、技术支持、
培训孵化、品牌建设、网络推广、金
融信用和其他衍生增值服务等；建
设9个镇级电子商务服务站，对上
承接县级电子商务服务中心业务、
对下指导各行政村深挖、优化、整合
资源；按照“5-10个行政村至少建
设1个”的原则，建设村级服务点50
个，为村民提供便民生活、代买代
卖、信息咨询、旅游服务、电子商务
帮扶等服务，建成后将覆盖70%行
政村。

目前，该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
中心已投入运营，9个镇级服务站、
50个村级服务点选址布局及升级
改造施工方案已完成；县级公共服
务中心VR云展厅、云平台已搭建
完成；同时创新设立了博兴电商服
务小管家与博兴县电商公共服务中
心官方视频号。博兴县电子商务公
共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累计走访调研
乡镇、企业100余次；接待企业、个
人服务咨询200余人次；开展1对1
孵化指导企业70余家，服务中心运
营孵化作用初见成效。

推动农产品上行，叫
响“惠买·千乘优品”区域
公共品牌

“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下
沉服务，为我们的产品进行了全新
的外包装设计，对接了苏州大禹直
播带货MCN机构等6个线上销售
渠道，培训了直播人员，与过去单纯
线下销售相比，我们的销量翻了好
几番。”博兴县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
综合示范项目农产品上行体系建设
的受益者博兴县琉榴圆禽蛋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高兴地说。

目前，该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
中心已对全县农特产品种类、规模
和存量进行摸底调查，初步建立产
品数据库；开展了企业、家庭农场、
合作社调研百余份，形成1对1孵化
模式；完成了标准化农产品生产基
地的选址、调研以及方案设计；对接
苏州大禹直播带货MCN机构、舜
风传媒集团鲲淘互娱“闺蜜传奇”、
泉润集团等平台；与京博家、供销社
初步达成畅通工业品下乡流通渠道
的合作意向。

通过农产品上行体系建设，博
兴县深化调研、策划、包装、宣传、资
源对接、产品打造、消费升级、建设
标准化农产品生产基地、农产品上
行点八个方面工作，进一步叫响了

“惠买·千乘优品”区域公共品牌。截
至目前，“惠买·千乘优品”平台会员
注册35.8万个、商家1002家、上线
产品2306款，开展“书记优选”“年

货节”“葡萄惹人醉，电商助销售”等
电商文化活10余次，线上线下交易
额近3000万元。

构建县镇村三级物流
配送体系，精准培训多层
次电商人才

以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仓储物
流发展为先导，以降低物流成本为
根本，以农村电子商务物流全覆盖
为目标，博兴县全国电子商务进农
村综合示范项目还将规划设立物流
仓储共配中心1个、乡镇仓储中心9
个，在行政村设立便民服务点，整合

“四通一达”快递物流企业，建立物
流信息平台，形成“中心—站—点”
模式的综合物流服务网络，构建“场
站共享、服务同网、货源集中、信息互
通”的县镇村三级物流共同配送体系。
目前，该体系建设已对接了顺丰、山东
高速、佳怡物流等资源，并与圆通快
递、韵达快递初步达成合作意向。

同时，该县全国电子商务进农
村综合示范项目把建立电商人才培
训体系作为重要内容，建设博兴电
商人才信息储备库及5G电商人才
云共享平台，针对农村创业青年、中
小微企业、村级服务点负责人实施
多层次精准培训。截至目前，已累计
开展线下电商普及培训16期、培训
1000余人次。

博兴完善“四大体系”构建电子商务进农村新模式
扎实推进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建设，有力地畅通了农产

品进城和工业品下乡渠道

金秋九月，位于渤海湾
西南畔的无棣县20万亩生态
盐田虾喜获大丰收，产量将
达到1万吨。

据渤海水产有限责任公
司相关人员介绍，今年无棣
盐田虾迎来大丰收，总产量
同比增长30%，主要源于该县
今年采用新技术、新品种生
态养殖盐田虾，尤其当地的
气候及天气条件为盐田虾的
养殖提供了很好的环境。（滨
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张海
鹰 高士东 杨宝勇 摄影）

20万亩盐田虾大丰收 总产量同比增长30%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城讯（通

讯员 刘倩庭 报道）近日，滨城区市
东综合行政执法中队集中开展马
路流动水果摊贩专项整治行动。

整治行动中，执法人员重点清

理占用人行道、车行道经营的流动
水果车辆。对初次占道经营的当
事人，以人性化的宣传教育为主，
耐心告之占道设摊的危害，并帮其
收拾摊点撤离；对一些不听劝导的
流动水果摊贩依法给予相应处罚，
并进行集中清理整顿。此次行动，
共清理占道经营水果摊点16处，
宣传教育5人。

下一步，该中队将继续加大对
占道经营的巡查和管控力度，防止
摊贩“回流”，实现辖区的环境整
洁、秩序井然、管理规范，不断提升
城市管理水平和市民群众满意度。

市东综合行政执法中队
强力整治“马路水果摊”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隆
卫 通讯员 王伟 报道）9月15日，
中交一公局海威公司沾临三标项
目举行2021年度导师带徒活动启
动仪式。

仪式上，工作人员宣读了《导

师带徒活动方案》，明确了师生职
责，并宣读了结对名单，5对师徒
在全体参会人员的见证下签订了
导师带徒协议书，并举行拜师仪
式，徒弟们分别向导师们鞠躬并敬
茶，正式建立师徒关系。

中交一公局海威公司沾临三标项目开
展导师带徒活动

5对师徒签订协议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