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县乡4
滨
州
网
手
机
客
户
端

2021年10月15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时培建 杨向军
电话：3186761

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讯
员 李珊珊 报道）近年来，邹平市民
政局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三
农”工作部署，切实履行好新时代的
职责使命，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持
续增进民生福祉，为推进乡村振兴，
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贡献

“民政力量”，以民生改善实效彰显
责任和担当。

移风易俗，深化绿色
殡葬及婚俗改革

邹平市民政局等四部门联合印
发《关于打击恶俗婚闹的公告》，建
立了打击恶俗婚闹的联动、长效机
制，引发人民日报评论公众号等主
流媒体的关注和好评。举办婚姻登

记集体颁证仪式，开展家风家教家训
“五进”活动和婚俗新风尚电视展播。

该局投资30余万元，完成婚姻
登记大厅和颁证室提升改造。开工
建设节地生态公益性公墓12处。全
面免除居民基本惠民殡葬服务费用
政策落实到位，累计免除居民基本
殡葬费用366.9万余元。完成去年新
建9处公益性公墓的审核审计，争
取市级公益性公墓补贴资金34万
元全部到位。发布《进一步加强全市
遗体运输车辆管理的公告》等殡改
宣传材料1万份。开展电话预约祭
扫和网上祭扫特色祭扫方式，其中
电话预约数达1000余次，网上祭扫
达4000余次。整治散埋乱葬坟墓
2200余座。

便民利民，抓实“一老
一小”关爱服务

完善养老体系，致力老有颐养。
邹平民政局积极拓展老人居家服务
项目，在为分散特困供养人员提供
照料服务的基础上，又开展为中、重
度经济困难老年人和留守老人提供
照料服务。目前，邹平市集“日间照
料+康复保健+膳食配餐”功能于一
体的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建设顺利。
12349智慧养老服务平台服务效能
不断提升，该市60岁以上老年人数
据信息与平台实现共享。孝善食堂
建设取得新进展，今年以来，该市已
有5家孝善食堂投入运营。邹平市
养老服务中心一期工程主体封顶。

聚焦儿童和残疾人，实施关爱
行动。该局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工
作，遍访全市317名孤困留守儿童。
由20家企业参与的“围巾妈妈”协会
成立，建立起了政府、家庭、社会立体
化的关爱保护模式，持续开展系列

关爱行动。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
实施“光明未来”孤困留守儿童眼健
康救助项目、重点困境儿童暑期公
益训练营等项目。投资500余万元的
未保中心8月上旬开工建设。市、镇
（街）、村三级未保组织均已成立。

救助保障，做细城乡
低保等特殊群体兜底工作

邹平市民政局在滨州市率先探
索分层分类救助新模式。根据困难
程度分为四个救助梯队，通过整合
各类救助政策，引入社工组织及社
会力量，为困难群众“量身制订”救
助方案。在滨州市率先探索完善困
难群众家庭经济财产状况核对机
制，全面打通民政社会救助与银行
金融信息查询通道。开展第二届慈
善公益创投（医疗救助类）活动。探
索医疗救助新模式，确定5个项目、
涉及资金88万元。全省重度残疾人
保护服务试点和精神障碍社区康复
服务工作试点进展顺利。

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邹平市民政局以民生改善实效彰显责任担当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
刚 通讯员 高吉乐 报道）连日来，
滨城区梁才街道民兵队伍严阵以
待、科学应对，主动放弃节日休息
时间，坚守在防汛一线，充分发挥
出基干民兵战斗突击队的作用，全
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该街道抽调基干民兵 30 余
人、村居民兵骨干260余人，重点
分配在张王庄、大高、十里荷塘等
3处值勤点，并将队伍编组成巡防

排查队、抢险突击队和运输保障
队，实行24小时全天候巡防值守，
保证随时拉得出、用得上。截至目
前，累计运输砂石土9万余袋、动
用大型铲车3辆、挖掘机6台、运输
车10台，处置险情隐患10余处，
修筑加固堤坝10公里，累计发动
青年群众1000余人次，用实际行
动践行梁才民兵的初心和使命，全
心全意把为民实事办好。

今年以来，沾化区冯家镇中
心幼儿园创新性地开设纺织、织
鱼网、打苇帘等一系列非遗文化
活动课程，通过工艺展示与活动
参与，加深幼儿对传统工艺的了
解和认知，引导他们争做非遗文
化的传承者和弘扬者。图为该园
老师正在为孩子们普及粗布纺织
知识。（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韩玲 刘学 摄影）

非遗文化非遗文化
进课堂进课堂 梁才300名民兵组成突击队

坚守防汛一线保障群众平安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雪
鹏 通讯员 赵聪 报道）近年来，沾化
区泊头镇通过压实“生态河道”管护
责任，紧紧围绕河畅、水清、岸绿、景
美的目标，创新管理，狠抓落实，坚
决打赢碧水保卫战。

建立一项机制，落实主体责
任。为做好主干河道水污染防治工
作，该镇成立党委书记、镇长任双组
长的“段长制”工作领导小组，创新
建立河流河道“段长”包保机制，将

镇域内徒骇河、潮河划分13个河
段，由班子成员任“段长”，负责对包
保河段和入河支流涵闸沟进行踏
查，对出现的问题以及涉及的支流、
溯源和村庄、养殖户情况进行登记，
建立台账。截至目前，已开展河道
踏查40次，发现问题2处，已全部
整改。

实行“挂图作战”，突出工作重
点。泊头镇推进一河一策、一河一
档的精细化管理，明确水系布置图，
实行“挂图作战”，明确镇域各河道
的位置、各河段责任人及各沿线村
庄、企业、养殖户位置。重点对各入
河闸口、支流、支沟水源地进行摸
排，确保各种问题溯源到位。截至
目前，通过“挂图作战”摸排问题溯
源3处，出动挖掘机5台、运输车辆
8台，对有关沟渠、涵洞进行封堵。

落细防治举措，改善水道环

境。一是开展专项整治。该镇全面
抓好河道清淤、水草治理、黑臭水体
处理等工作，分步推进河道周边绿
化美化。自开展水环境污染攻坚整
治工作以来，该镇累计出动船只70
余艘、人工100余人、挖掘机6台，
清理水草面积达390余亩。二是实
行重点突破。镇政府对畜禽养殖禁
养户进行全面清理，共清理62处，
配建粪污处理设施28处，养殖污染
达到零排放。三是完善配套设施。
该镇实施11个村农村污水管网改
造工程，对生活污水进行收集、拉
运，目前3个村已完工；投资3710
万元建设城镇污水处理厂，目前正
在进行土地规划审批，建成后可大
幅改善环境质量。

落实管护工作，坚持常态治
理。一是开展常态化“清河行动”。
全镇采取分片分段负责的方式，对

辖区内河道沿线上的生活垃圾、漂
浮物、杂草、障碍物等进行全面清
理。截至目前，共投入人工500余
人、挖掘机11台次、运输农用车辆
30台次，清除河道垃圾120余吨，共
计投入资金13.2万元。二是严格常
态化巡河行动。该镇严格按每周至
少巡河2次的要求，检查河道清理
情况、河面垃圾、河岸保洁、私拉渔
网堵塞等情况。三是实施常态化宣
传引导。该镇通过召开会议、入户
宣讲、张贴标语、新媒体发布等方式
宣传河道整治工作的重要性，形成
干群同心、全民参与的强大合力。
截至目前，共发动党员、志愿者组
建劝纠治水队36支，开展基层党
员、志愿者河道清理、治水宣传、文
明劝规系列志愿活动12次，开展
环保宣讲2次，群众环保意识显著
提高。

泊头压实“生态河道”管护责任整治水污染问题

众志成城严防死守众志成城严防死守 坚决打赢洪水防御阻击战坚决打赢洪水防御阻击战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邵一
娟 通讯员 张志刚 范佳琪 报道）连
日来，滨城区秦皇台乡针对田间积
水严重等实际情况，采取“机械+人
工”的方式帮助农民全力推进抢收
工作。

成立秋收服务队，全力助农抢
收。秦皇台乡组织全体机关干部成立
秋收服务队，150多名机关干部深入
田间生产一线，优先帮助困难家庭、军

烈属、五保户、脱贫户等缺少劳力的家
庭抢收抢种。同时，该乡发挥党组织战
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各村成
立党员秋收志愿服务队，采取党员帮
扶、邻里互助等措施，帮助群众抢收抢
种。

“今年我种了5亩多玉米，近期
雨水大，机械用不上，可把我愁坏
了，多亏了乡里的干部和党员帮忙
抢收。”北籍家村的脱贫群众看着一

车车金灿灿的玉米激动地说。“说实
话，确实累，但看到群众的玉米收到
家里，心里踏实多了！”秦皇台乡机关
干部纷纷表示，要用自己的汗水把灾
情给群众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

成立工作指导组，积极开展社
会化服务。秦皇台乡专门成立了秋
收工作指导组，对群众在秋收中遇
到的问题第一时间协商解决。同时，
该乡还积极对接上级有关部门，协

调5台履带式玉米收获机，全力帮
助群众抢收玉米。该乡农技站还成
立了“三秋”生产服务指导组，组织
农技专家走到田间地头，指导农民
抢收抢种，为农业生产工作打下良
好基础。

同时，该乡还规划出辖区内非
主要机动车干道，方便群众晾晒玉
米，备好塑料布、篷布等防雨防水物
资，做好各项保障。

秦皇台成立“服务队”“指导组”助力农民抢收抢种

1、遇到险情怎么办？
在冷静沉着、果断应对，防止和

延缓险情、灾情扩大的情况下，及时
拨打求救电话，说明事发地点、险情
程度、被困人数、联系电话等详细情
况，以便救援部门及时营救。

2、被水围困怎样求救？
在山丘环境下，无论是孤身一

人还是聚集人群，如突遭洪水围困
于基础较牢固的高地或砖混结构
的住宅楼房时，只要耐心等待求援
或等待陡涨陡落的山洪消退后即
可解围。

如遭洪水围困于低洼处的溪
岸、土坯或木结构住房里，情况危

急时，有通讯条件的可利用通讯工
具向当地政府和防汛部门报告洪
水态势和受困情况；无通讯条件
的，可制造烟火或来回挥动颜色鲜
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向外界发
出紧急求助信号；同时要寻找体积较
大的漂浮物，主动采取自救措施。

3、行车遇险如何自救？
当车辆误入较深积水区，如水

深超过排气管，应低档行驶，稳定
油门，保持行车速度；如车辆进水
熄火，切勿试图启动发动机，设法
将车推到安全地带，避免影响其他
车辆通行，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信息来源：人民网）

掌握防汛知识掌握防汛知识增强避险意识增强避险意识

加入少先队永远跟党走

近日，邹平市“高举队旗跟党
走 争做新时代好队员”少先队新
队员入队仪式暨分批入队示范活
动在开元小学举行，邹平各中小学
少先队辅导员、开元小学师生共计
700余人参加活动。

活动中，伴随着“红色旗帜 代

代相传”的响亮口号和《红旗颂》的
乐曲，鲜艳的党旗、国旗、团旗、队
旗挥舞起来，全场变成一片红色
的海洋。当天，开元小学二年级
共有 150 名同学光荣地加入了少
先队。（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李
鑫 摄影）

防洪防汛应急知识

滨州日报/滨州网阳信讯（通讯
员 王柯 王洪磊 报道）10月12日，
位于阳信县经济开发区工业三路以
南的阳信电子信息（高端装备）产业
园标准化厂房一期项目建设现场，
大型桩机正在有序作业，施工方加
大人力、物力等方面的投入，2000
余根桩基已全部成功入地。据了
解，该项目是阳信经济开发区在原
有电子信息产业园的基础上另行选
址再造的，堪称标准化厂房项目的

“升级版”。
面对建设阳信经济主战场的重

大机遇，阳信经济开发区以打造全
国重要锂电池材料生产基地为抓

手，重点发展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国际进境肉类智慧产业园、国家级
牛肉食品加工产业园和电子信息
（高端装备）产业园。作为电子信息
（高端装备）产业园的重要组成部
分，标准化厂房项目将以新一代信
息技术、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
为主导产业，重点引进电子元器件、
医疗器械、智能穿戴、生物质能开发
利用、高性能膜材料、新型合金材料
等类型企业。

该项目是2021年滨州市重点
建设项目，由阳信经济开发区下属
企业山东信开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投资建设并运营，项目占地面

积377亩，总规划建筑面积38万平
方米，投资总额12亿元，建设内容
主要包括21栋标准化厂房、1栋综
合服务中心、1栋商务办公用房，配
套建设园区道路、雨污排水管网、天
然气管网、供热管网等。其中标准
化厂房建筑面积37万平方米，为钢
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地上3至4层，
一层层高6至 7米，2层以上层高
4.5米，车间宽度36米，主体部分最
大柱跨9米。项目全部建成后，可
容纳30家以上企业入驻，将新增产
值200亿元以上，实现利税15亿元
以上，新增就业岗位2500余个。其
中一期项目计划建设标准化厂房

12栋，建设规模15万平方米，预计
投资5亿元，自今年9月份开工建设
以来，各项工作进展顺利，预计将在
今年年底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电子信息产业园标准厂房项目
建设采用EPC+F、融资代建、争取
政府专项债支持等方式，重点引进
央企及大型民营企业参与建设。项
目建成投用后，可以依托标准化厂
房对项目招引实现“筑巢引凤”，让
企业“拎包入驻”，实现招商引资项
目快落地、快投产、快收益，促进优
势资源、资金、技术、人才向园区集
聚，实现产业、企业集群发展。

阳信加快推进电子信息产业园标准化厂房建设

遗失声明
联系电话：3186726 18654306492

滨州市沾化区旭程劳务分
包中心财务专用章丢失，章号：
3723253006341声明作废，
寻回后不再使用。

滨州市滨城区彭李街道办事
处建设小区社区卫生服务站医疗
执业许可证正本丢失，登记号：
PDY00739337160211B20

01，声明作废。
滨州市公安局沾化分局银

行开户许可证正副本丢失，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Z4665000019403， 声 明
作废。

滨州市公安局沾化分局银
行开户许可证正副本丢失，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Z4665000022003， 声 明
作废。

受有关部门委托，我公司
定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上午
10时通过中拍平台对以下标
的进行公开拍卖：

厂房及配电设施一宗：包
含钢结构厂房、变压器、高低压
配电柜等，参考价196万元，竞
买保证金30万元（不含税）。

有意竞买者请于公告之日
起至 2021 年 10月 21日 17时
前将规定数额的竞买保证金存
入以下账户（户名：山东金谷拍
卖有限公司，开户行：邮储银行

邹 平 市 支 行 ，账 号 ：
937008010047558894）以 到
账为准。并于2021年10月21
日 17时前持有效身份证件及
汇款凭证到我公司办理竞买登
记手续（不成交保证金无息退
回）。

展示及报名时间：自公告
之日至2021年10月21日16:
00

中拍平台网址：http：//
paimai.caa123.org.cn

联系电话：15020580513
刘经理

山东金谷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15日

山东金谷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重阳节来临之际，无棣水
湾镇中心幼儿园开展“感恩敬
老”主题教育活动，旨在弘扬
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传统美
德，培养孩子尊老敬老的优秀
品质。

孩子们通过不同方式为
长辈做力所能及的事，如捶背
揉腿、打扫卫生、整理衣物等，
不仅让长辈感受到孩子的成
长与进步，也加深了孩子们对
传统节日文化的了解，同时在
幼小心灵种下感恩的种子。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刘
冰洁 摄影）

感恩敬老从小做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