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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问题导向深化改革 聚焦关键环节全面提升

滨州高新区
“靶向聚焦”
为软环境提供硬支撑
滨 州 日 报/滨 州 网 讯（记 者 王
缩 85%以上，90%以上行政审批环
辉 通讯员 马文洁 陈文康 报道）今
节压缩到 2 个以内，无纸化不见面
年以来，滨州高新区全面落实《滨州
审批办件率达 80%以上。该区持续
市优化营商环境创新突破行动实施
深化“跨域通办、全省通办”，加强与
方案》，坚持问题导向深化改革，聚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政务服务
焦关键环节全面提升，创造一流功 “互联互通”，全面开辟政务服务事
能区营商环境，为该区实现由“止血
项跨域通办便捷通道。
止滑、正风起劲”向“奋发图强、聚力
聚焦“惠企纾困”，擦亮服务品
追赶”
的重大转变提供硬核支撑。
牌 。 该 区 推 行“ 产 业 链 链 长 负 责
聚焦“简政放权”，提升办事效
制”，凝聚链长、街道、园区、驻企服
能。该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 务员和企业联络员服务合力，
“有事
制定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落实“拿地
及时回应、无事每月问需”，真正帮
即开工”审批模式。围绕开办企业、 助企业解决实际难题。践行“企业
办理建筑许可、获得电力、获得用水
零跑腿、园区全代办”承诺，打造“企
用气、登记财产、纳税、办理破产等
业交流平台、政企交心沙龙”，助力
全生命周期指标，推行“并联审批” 好项目、好资源价值倍增。深入推
“容缺受理”，审批服务办理时限压
行“一窗受理”
“ 帮办代办”服务，叫

响“园区全代办、企业零跑腿”和“您
的发展、服务有我”两大营商环境品
牌。
聚焦“要素保障”，实现创新突
破。该区围绕六个专业化园区功能
定位和招商链条，高标准配置水、
路、电、气、讯等生产要素和医、教、
娱、购、居等生活要素。积极与国内
外知名院校、科研院所对接，加快建
设公共技术研发中心。持续优化金
融服务环境，加大“政府增信”企业
帮 扶 力 度 ，新 增 上 市 挂 牌 企 业 1
家。全面推行“标准地”供应，年内
完成 6 宗标准地出让。
聚焦“督导落地”，释放发展动
能。该区成立优化营商环境创新突
破行动领导小组，建立会议研讨、工

作调度、定期通报等制度，持续加大
督查调度提醒力度，将营商环境考
核评价成绩纳入责任单位全年千分
制考核。创新招商路径，配强京津、
广深、江浙沪驻点招商专班力量，开
展常年驻外招商。锚定医养健康产
业，派驻愉悦家纺挂职专班，围绕黄
河谣国际健康城规划、配套、建设、
运营进行“双招双引”，打造全国一
流医养健康专业化园区。1-9 月
份，滨州高新区新开工项目 28 个、
战新项目占比 85.7%，均为新招引
项目和企业扩大投资项目；28 个省
市区重点建设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42.54 亿元，超时序进度 14.5 个百分
点。

北城英才学校开展
“桑榆敬老”志愿服务活动

众志成城严防死守 坚决打赢洪水防御阻击战

滨州工业园9家企业220名职工助力黄河防汛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管
林忠 通讯员 王娟 王文哲 报道）
连日来，面对严峻的黄河防汛形
势，滨州工业园辖区企业组织职
工积极投身防汛一线，
全力筑牢防
汛安全堤坝，
践行社会责任与使命
担当。
积 极 响 应 ，迅 速 投 身 战 斗 。
国庆假期，园区企业积极组织职
工投身抗洪一线，友泰科技、亚光
家纺、中裕食品、大有新能源、山
水水泥等企业迅速组织防汛力

量、筹备防汛救援物资，由企业领
导带队火速赶往梁才街道办事处
张王庄和玉龙湖小学附近等黄河
防汛点进行支援，并根据黄河防
汛指挥部统一安排部署、明确分
工，以必胜的信心投身于黄河防
汛工作中。
冲 锋 在 前 ，彰 显 铁 军 风 采 。
扛铁锨、装沙袋、筑堤坝，从汛情
预警到进入紧急状态，不少企业
职工放弃国庆休假时间，从家里
第一时间赶到防汛现场，还有从

外地看到新闻赶回来的企业职
工。广大职工到达现场后即全身
心投入到防汛工作中，渴了就喝
点矿泉水，累了就靠在土堆沙袋
上打个盹，历经 9 个小时奋战，对
1 公里的黄河堤岸进行了加固，筑
起防汛沙袋备用点 20 余处，以不
怕苦、不怕累的实干精神，彰显了
园区职工的
“铁军”
风采。
众 志 成 城 ，弘 扬 志 愿 精 神 。
防汛黄河边，承载了太多的风雨
同舟、守望相助的温暖和爱。广

大园区企业职工志愿者以积极的
形象、饱满的精神和昂扬的斗志，
用实际行动支援黄河防汛工作，
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
全，切实营造出全民防汛、保卫家
园的积极氛围。据悉，本次参与
防汛抗洪的园区企业共 9 家，累
计出动防汛人员 220 人、车辆 20
余 辆 ，共 捐 献 防 洪 沙 袋 1.5 万 余
条、编织袋 2.5 万余条、镀锌铁丝
200 余公斤。

市东30余支党员突击队齐心共筑防汛安全堤
滨 州 日 报/滨 州 网 讯（记
者 樊飞 通讯员 韩拂晓 报道）
连日来，为全力做好黄河防汛
工作，滨城区市东街道充分发
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组织街道机关
干部、26 个村居党员群众，共
组织 900 多人工作队伍坚守防
汛一线，
筑牢安全堤坝。
为充分激发党员的担当精
神和责任意识，该街道号召全
体党员戴党徽、亮身份，引导辖
区群众积极投身防汛工作，该
街道共发动辖区广大党员成立
防汛救灾突击队 30 余支，建立

建行滨州分行向防汛一线
捐赠 40 件棉衣及部分食品
及部分食品，向坚守防汛一线的工
作人员表达崇高的敬意，为黄河防
汛贡献“建行力量”。
近年来，作为地方金融主力
军，建设银行滨州分行在服务地方
经济发展的同时，积极参与金融扶
贫、公益环保、防汛抗险、志愿服
务等公益活动，用实际行动履行社
会责任、践行大行担当。

掌握防汛知识 增强避险意识

这些防汛知识要牢记

上黄河防汛一线，时刻把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
位，做好值班值守，加固薄弱
区域，筑牢防汛堤坝，及时排
查隐患，团结一心守护好美丽
家园。
该街道通过开展生动的
现场培训，引导 39 名党员发展
对象进一步明晰了入党动机、
端正了入党态度，他们纷纷表
示，在急难险重任务面前，身
为党员，要全力以赴在危险和
群众之间筑牢一道安全墙，同
时在今后工作中对标先进，弥
补不足，尽快成长为一名合格
党员。

王见南小学开展
关爱老人慰问活动
滨州日报/滨州网沾化讯（通
讯员 刘金辉 吴冬梅 报道）近日，
沾化区古城镇王见南小学开展重
阳节关爱老人慰问活动。
该校校长贾丙浩带领中层干
部走进村里孤寡老人家中，为老人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城讯（ 通
讯员 刘建勇 高讯 报道）重阳节来
临之际，滨城区北镇街道工业园社
区联合“双报到”单位滨城区科协
共同开展“九九重阳节，浓浓敬老
情”活动，邀请苏家居委会 60 岁以
上的老党员免费参观杜受田故居。
在讲解员的指引下，大家先后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州讯 （通
讯员 任玉龙 报道） 连日来，面对
严峻的黄河防汛形势，滨城区黄河
河务局全体职工坚守防汛抗险第一
线，用责任和担当筑牢安全堤坝。
为全力支援防汛工作，10 月 9 日
下午，建设银行滨州分行有关领导
及员工冒雨支援奋战在防汛一线的
工作人员，为他们送去 40 件棉衣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城讯
（通讯员 侯磊 郭学倩 报道）今
年以来，滨城区里则街道把党
员发展对象教育培训作为严
把发展党员“入口关”的有力
抓手，通过丰富培训内容、活
化培训形式、规范培训管理等
措施，有效增强培训工作的针
对 性 、灵 活 性 、规 范 性 、实 效
性。
当前，面对严峻的黄河防
汛形势，里则街道把党员发展
对象培训工作与黄河防汛相
结合，创新性地把党员培训课
堂搬到防汛一线，组织 39 名发
展对象，扛起鲜红的党旗，走

最后，学生们以一曲《我和我的祖
国》作为压轴节目，激发起所有人
的浓浓爱国情怀。
此外，少先队员们还纷纷走进
老人房间，与老人交流谈心，帮老
人打扫卫生等，给老人们带来了温
暖与感动，弘扬了尊老敬老的传统
美德。

们带去慰问品，并为老人打扫卫
生、收拾屋子。
大家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老
人的关怀，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
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进一步推动
学校德育工作良好发展。

北镇街道组织老党员
免费参观杜受田故居

党员责任岗 200 余个，分片包
干，轮番上阵，24 小时不间断
值守巡查，对各类安全隐患做
到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排
除。
同时，该街道广大爱心企
业纷纷抽调工程技术人员成立
防汛救灾志愿突击队，奔赴黄
河北岸大堤大高控导段投身防
汛工作。自防汛工作开展以
来，先后有 20 余支由辖区企业
代表和公益组织组成的防汛救
灾志愿突击队参与到防汛工作
中，为防汛救灾工作注入强大
力量。

里则把入党培训课堂
搬到黄河防汛一线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
向春 通讯员 李宝华 刘乃珲 报道）
重阳节来临之际，滨城区北城英才
学校组织学生走进滨北敬老院，开
展
“桑榆敬老”
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中，同学们为老人们表演
了精心准备的节目。小品、歌曲、手
语舞、口风琴表演轮番上场，节目
精彩纷呈，赢得老人们阵阵掌声。

汛期可能带来的自然灾害有
哪些？
进入汛期，意味着天气多变，
各地进入一年中降雨集中期及雷
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频发
期，极容易引发山洪暴发、河水陡
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
预警信号分为几级？
暴雨天气来临之前，相关部门
会向社会发布预警信号，按照由弱
到强的顺序，预警信号分为四级，
分别以蓝色、黄色、橙色、红色表
示。
暴雨来临，如何采取防范措
施？
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
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关闭电源、
煤气等设备。在山地如发现水流
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
山洪暴发的前兆，应离开溪涧或河
道。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及
时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主动
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注意街上
的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应即

刻远离并报告电力部门。
如何防范汛期次生灾害？
1. 防范内涝积水。密切关注
天气预报和暴雨内涝预警信息，尽
量减少外出，外出要避开易涝积水
危险点和危险区域。
2. 防范泥石流。在山谷中如
遇泥石流，不要顺着泥石流的路径
向上游或向下游奔跑，要向泥石流
前行方向的两侧山坡撤离，更不要
停留在凹坡处。
3. 防范雷击触电。在户外如
遇雷雨天气，应尽快找到低洼处或
附近房屋内躲避，不宜进入孤立的
棚屋、岗亭等，不可在大树下、电线
杆附近避雨，不要拨打或接听电
话。
4. 防范高空坠物。如遇大风、
暴雨天气，不要在树下、高楼下、广
告牌下行走，不要把车停在大树、
灯杆等易被吹倒的物体下，以防高
空坠物、树倒枝折、伤人砸车。
（信息来源：人民网）

参观了忠孝堂、太康第、主院、荣德
堂等院落，学习了杜氏文化，深刻
感受杜家人的为学、为人、为师和
为官之道。
此次活动，不仅带领老党员们
学习了杜氏家族的良好家风，同时
陪伴他们过了一个温馨愉快的重
阳节，
丰富了老人们的晚年生活。

棣丰街道十余名乡贤
两年编纂完成《石三里村志》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
刚 通讯员 张相兰 报道）近日，无
棣县棣丰街道石三里村村民及在
外人员都收到一份特殊礼物，那就
是由十多名乡贤历时两年编纂完
成的《石三里村志》。
据介绍，
《石三里村志》分为
12 章共计约 18 万字，记录了石三
里村的基本情况以及该村从解放
前、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到家庭联
产承包制、改革开放等不同时期的
发展变化过程，从农业发展、经济
建设、基层组织建设、文化生活、人

物贡献、民俗风情等不同层面做了
详细介绍。
据了解，2018 年 6 月，随着拆
迁安置工作的完成，石三里村从原
来的古老村庄变成美丽整洁的居
民小区，2021 年 3 月石三里村正式
撤村设居。为使生活在这片土地
上的年轻人记住这个村庄，2019
年 7 月，乡贤刘宝武、姚家祯、石援
荣等发起了《石三里村志》的编纂
工作，还专门成立了编纂委员会，
经过两年的努力，这部地方志终于
完成。

滨北学区开展主题教育
增强学生爱护动物意识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
向春 通讯员 张洪新 杜玉星 刘学
峰 报道）近日，滨城区滨北学区开
展“世界动物日”主题教育活动，增
强学生爱护动物意识。
在凤凰城英才幼儿园，老师通
过展示 PPT 向孩子们讲述鸵鸟、鹦
鹉、孔雀等一些动物的生活习性，
同时让孩子们进行动物涂鸦，并带
领幼儿观察园内养殖的鸵鸟、鹦
鹉、孔雀等小动物，激发幼儿发现
大自然奥秘的兴趣。北城受田小

学本学期开设了《亲亲自然》体验
课程，定期组织学生喂养“耕读体
验园”的小白兔、大白鹅、珍珠鸡和
红头雁等小动物，真正让广大学生
亲近自然、融入自然。
“‘世界动物日’主题教育活动
以轻松活泼的形式，不仅拓宽了学
生视野，还增强了学生爱护动物的
意识，进而培养学生热爱自然、保
护环境的优秀道德品质。”该学区
主任齐树军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