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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乡

富源街道：

众志成城严防死守 坚决打赢洪水防御阻击战

全面优化人居环境 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滨州日报/滨州网沾化讯（通讯
员 田钊硕 吴志霄 报道）
“快看，水
里有鱼。”
“ 这个小亭子建得不错。”
“这条马路真干净，还安上了路灯。”
近日，沾化区富源街道组织“两代表
一委员”对重点建设项目进行现场
观摩，一路上，大家面对该街道的建
设和发展成果不断发出感慨。
观摩中，参会人员来到富源街
道乡村振兴主题馆，参观了“认识富
源、了解富源、展望富源”3 大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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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以及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5 大板
块，对该街道实施推进乡村振兴战
略有了充分认识和了解。富源街道
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颜风友
介绍说：
“马家村投资了 340 万元新
建了综合服务楼、村民娱乐广场，扎
实开展‘三整一拆’工作，硬化道路
500 米，衬砌路边沟 8000 米，先后
整治乱堆乱放 80 余处、墙体立面
4000 平方米，整治废旧房屋、空闲
地 18 处 7200 平方米，村容村貌焕
然一新。
”
截至目前，富源街道共建成省
级美丽乡村 1 个、市级美丽乡村 8
个。今年投资 790 万元依托马家、
西岔等 12 个村打造美丽乡村“恬美
乡村、诗画田园”片区，突出一村一
韵、一村一景，将生态旅游、传统文
化等元素融入到美丽乡村建设中，

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
有机结合。同时，作为全域环境提
升行动重点工程之一的富源公园建
设工程，主要建设廊架、廊椅、泰山
石、景观灯及苗木绿化等，内部设有
智能化停车场，解决了街道车位紧
张、干部职工停车难的问题，为干部
群众创造了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
近年来，为进一步提升街道全
域环境，增进民生福祉，富源街道总
投资 1720 万元开展全域环境提升
行动。实施富源公园建设工程，建
设占地面积 4800 平方米，集中打造
党建、法治、精神文明、休闲、生态、
文化为一体的综合性公园；实施万
米 冬 枣 长 廊 建 设 工 程 ，建 设 位 于
G340、G516 沿线两侧的万米冬枣
长廊，全面提升旅游采摘品质和档
次，打造极具特色的冬枣景观带；实
施部分重点道路改造提升工程，栽

植迎客松、百日红、冬青球等景观苗
木，打造占地 3000 平方米的高标准
绿化带，建成连接沾化经济开发区
城东园区与城北园区的绿色交通枢
纽；实施沾化东高速口环境提升工
程，建设占地面积 700 平方米的花
坛、节点建筑物，配置景观绿植，扮
靓沾化高速东出口；实施国省道全
域亮化工程，在 G340、G516、南外
环、东外环等道路两侧新安置太阳
能路灯 400 余盏，配置高标准 LED
灯箱，
点亮富源门户通道。
“下一步，富源街道将聚焦乡村
振兴，不断探索实践，凝聚合力实
干，激发强大活力，进一步提高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全
力建设‘健康美丽、创新宜业、多彩
智慧’新富源，为打造乡村振兴齐鲁
样板积极贡献富源力量。”富源街道
党工委书记郭良询说。

落实抢收责任 强化技术指导 增强安全意识

明集镇推行三项举措扎实做好秋粮抢收工作
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 “ 抢 ” 字 当 头 ， 做 到 “ 应 收 尽
讯员 李蓓蓓 报道）近日，在邹平市
收”。积极发挥新型职业农民协
明集镇东张村一处玉米收割现场， 会、农业发展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两台履带式收割机开进泥泞的农
组织作用，协调调度轮式、履带
田里，一排排站立的玉米片刻间就
式收割机齐上阵，利用晴好天
被完成摘棒、剥皮、脱粒、秸秆粉碎
气，确保 24 小时不间断作业。动
等工作。据了解，为有效降低持续
员各方力量，对田间积水严重的
阴雨天气给秋收带来的不利影响， 地块，组织抽水机、水泵等机械
确保作物适时收获，该镇抢抓有利
做好积水农田排涝工作，最大限
时机，积极推行三项举措，扎实做
度加快秋收进度。
好秋粮抢收工作，确保顺利完成今
定向把脉开良方，精准施策
年的秋收任务。
促抢收。“自秋收工作开始以来，
精心部署做谋划，责任落实
这里就成了我们每天办公的场
保抢收。明集镇召开专题会议， 所。”明集镇农业办副主任孙红叶
对秋收工作进行部署，明确镇、 指着眼前的玉米地说。为确保秋
村各级领导责任，细化抢收方
收工作科学高效，明集镇成立以
案，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坚持
农业办工作人员、部分种粮大户

为成员的秋收工作指导组，并积
极向山东农业大学、市级农业部
门寻求技术帮助，对作物成熟状
况、土壤墒情、田间积水等情况
进行精确判断，给予农户“一对
一”秋收指导方案。同时指导农
户科学储粮，及时通风晾晒，有
烘干需要的农户进行烘干作业，
尽快降低籽粒含水量，防止发芽
霉变。截至目前，全镇共开展秋
收技术指导 50 余次，切实将技术
指导送到村、送到户。
生产安全双推进，宣传引导护
抢收。明集镇建立立体式、全方位
宣传渠道，通过微信、广播喇叭、入
户走访等方式，宣传秋收抢收知
识，及时发布气象信息，引导农户

积极利用无雨“空窗期”加快秋收
进度，提高秋收效率，确保颗粒早
日归仓。同时，加强农机安全管理、
粮食储藏、田间火源管理等内容宣
传，引导群众树牢安全意识，严禁
出现违规农机操作、超载运输、秸
秆焚烧等现象。截至目前，该镇共
出动秸秆禁烧宣传车 150 余次，开
展秋收宣传培训 20 余次，受教育
群众达 800 余人次，在全镇范围内
营造出讲安全、护抢收的良好氛
围。
截至目前，明集镇共出动大
型收割机械 40 余台，完成粮食抢
收 2.5 万 亩 ， 收 获 粮 食 面 积 占
50％，预计七天左右将全部完成
秋粮收储工作。

开展医疗救护培训 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10 月 10 日，应无棣慈
善义工、中志协救援组织
邀请，国家红十字会救护
培训师张玉升、东南大学
医学院在读研究生张佳林
为 该 县 42 名 义 工 、志 愿
者、救援人员开展应急救
援知识培训。
本次培训主要从救援
理论知识、医学救护实践
等方面给予参训人员专业
指导。同时，利用人体模
型现场开展救援模拟，进
一步提高志愿者们的应急
处置和自救互救能力。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
讯员 蒋惠庆 摄影）

彭李街道 500 名干部职工
装 3 万个沙袋筑牢防汛堤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城讯（通
讯员 赵鑫 报道）面对近期严峻的
黄河防汛形势，滨城区彭李街道迅
速发出动员令，组织工作人员第一
时间奔赴一线倾力奋战，日夜坚守
黄河防汛一线，凝聚起防汛抢险救
灾的强大合力。从 10 月 5 日晚上
开始，三批 500 名干部职工 24 小
时坚守在 3.5 公里的黄河岸畔。
同时，为防止漫滩，该街道干

部职工连夜冒雨装沙袋 3 万余个，
全力做好防汛防洪工作。
此外，该街道干部职工 24 小
时在岗在位，密切分工，协同作战，
结合实时天气变化加大巡逻力度，
积极做好预警和群众的动员工作，
对沿岸群众进行劝离，全面排查河
道沟渠、低洼地段等风险隐患点，
确保第一时间应对汛情，确保黄河
洪峰平稳过境。

辛店镇50余名党员干部
齐心共筑防汛“红色堤坝”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 （记者 郭
刚 通 讯 员 张 大 宝 报 道） 连 日
来，惠民县辛店镇 50 余名党员干
部全员行动，驰援黄河清河段防
汛工作，用实际行动书写“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的誓言与担
当，全力以赴筑牢黄河防汛的
“红色堤坝”
。
据了解，自 10 月 5 日开始，该
镇民兵应急排在黄河岸边，日夜不
停全身心投入防汛工作中，装沙
袋，固堤坝，守河道，发扬连续奋战
作风，用实际行动展现责任和担

当，筑牢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的坚固屏障。
“作为一名党员，我
理应战斗在一线，用自己的实际行
动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们一定
会取得胜利。”奋斗在防汛一线的
党员王超超说。
目 前 ，黄 河 防 汛 形 势 依 然 严
峻，辛店镇党员干部将始终坚守
岗位，紧盯“不伤亡、不垮坝、
重要堤防不决口、重大基础设施
不受冲击”的目标，全力做好防
汛抗洪工作。

梁才街道多家企业
捐款捐物助力黄河防汛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
刚 通讯员 高吉乐 报道）连日来，
滨城区梁才街道多家企业纷纷捐
款捐物支援防汛一线，凝心聚力打
赢洪水防御阻击战。
10 月 8 日下午，黄河钢结构有
限公司负责人来到梁才街道现场
捐款支持防汛抢险。同时，茂泰纺
织有限公司、鸿运商贸有限公司、
多富瑞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环通动
力有限公司、小高预制厂、大海光
伏等企业为坚守防汛一线的突击
队员送来方便面、面包、矿泉水等

生活物资。
结合防汛前线的物资需求，惠
众集团、中海沥青等企业将急需的
防汛物资第一时间送往一线，亚光
集团不仅送来急需的防汛物资，还
派出 30 名防汛突击队员支援防汛
抗洪。
下一步，梁才街道防汛指挥
部将按照实际所需统一调配物资
到防汛一线，保证物资得到最有
效使用，凝聚更大合力做好防汛
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安全。

心系防汛一线 聚力共克时艰

博兴县“三级联动”
助推水域养殖许可办理

滨州日报/滨州网博兴讯 （通
讯员 梁江山 报道） 实施养殖证制
度是保护养殖生产者的合法权益、
减轻渔(农)民负担、增加渔(农)民收
入的需要，是依法管理和科学规划
养殖水域滩涂资源、保护渔业水域
生态环境、实现渔业资源可持续利
用的需要。为进一步规范水产养殖
行为，切实维护养殖生产者的合法
权益，保障水产品质量安全，促进
水产养殖业健康持续发展，近年

来，博兴县各有关部门统一思想，
广泛宣传实施养殖证制度的意义，
提高广大渔(农)民和养殖企业申领
养殖证的积极性和自觉性，逐渐形
成县、镇、村三级联动协作帮办，
助推水域滩涂养殖许可证办理。
据悉，博兴县乔庄镇南美白对
虾养殖产量平均亩产近千斤，亩效
益万余元，农民增收效果显著，渔
业经济促进村集体经济发展，乔庄
镇向着“全省淡水养殖第一镇”的
方向迈进。近年来，乔庄镇的不少
村庄通过在盐碱地里养殖南美白对
虾，从贫穷落后逐步走向富裕，升
腾出乡村振兴新希望。经过多年的
发展，对虾养殖已成为乔庄镇的主
导产业。目前，该镇南美白对虾虾
池达到 1.2 万个，超千亩的养殖基
地有 11 个，虾苗淡化企业 33 家，
年供苗能力 20 亿尾。随着养殖经

验积累和技术提升，当地南美白对
虾养殖规模和效益逐年提升，虾农
的收入也稳步增长。乔庄镇养殖面
积由最初的不足 400 亩扩大到 3.5
万亩，产量由亩产均值 200 公斤提
高到 600 公斤，效益由原先的亩纯
收 入 3000 元 提 升 到 现 在 的 1.5 万
元。但是，目前水产养殖保障措施
尚不完善，水域滩涂养殖许可证制
度不够完善，也是影响该镇水产养
殖产业发展的因素。
自今年 8 月以来，博兴县行政
审批服务局水域滩涂养殖证专项审
批工作小组工作人员协同县渔业服
务中心、镇水产站、村级帮办代办
员连续到乔庄镇各个村为水产户办
理 《水域滩涂养殖许可证》，提供
上门帮办代办工作。工作人员通过
现场勘察、拍照，查验养殖户的身
份、水域位置、承包期限、养殖面

积测量、四至界限、有无权属争议
等事项审核，积极开展上门服务和
红马甲帮办代办工作，既方便了工
作人员严格按照 《水域滩涂养殖发
证登记办法》 规定要求开展审批工
作，又能够帮助农户完善申请材
料，减少群众办事难度，现场审查
申请材料，减轻群众办事成本，提
升政务审批服务水平，切实保护水
域滩涂养殖权人的合法权益，加快
推进博兴县水域滩涂养殖许可证办
理和发放工作。
下一步，博兴县行政审批服务
局将以深化审批流程再造为契机，
结合“一窗受理、一链办理、一网
通办、一业一证”模式，进一步优
化水域滩涂养殖许可办理环节和办
结时限，确保为水域养殖企业以及
广大养殖户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服
务。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董
锋磊 通讯员 李乐 报道）10 月 6 日
上午，博兴县地方金融服务中心党
组书记、主任刘学兵和博兴农商银
行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淑斌一行冒
雨来到博兴县黄河防汛前线指挥
部走访慰问防汛一线人员，并送去
方便面、火腿肠、矿泉水等慰问品，

以实际行动向持续奋战、顽强拼搏
的防汛一线人员致以崇高敬意。
防汛抗洪人人有责，众志成城
共克时艰。下一步，博兴县金融系
统将继续践行社会责任，在服务实
体经济、服务社会民生中展现金融
担当，为博兴县经济高质量发展贡
献更大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