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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聚鑫信息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公章丢失，章号：
37230231011353，声明作
废，且寻回后不再使用。

滨州市凯伦商贸有限公
司 公 章 丢 失 ，章 号 ：
3723010035288，声明作
废，且寻回后不再使用。

无棣县洪尚宝宝屋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丢失,证号：
JY1371623008674, 声 明
作废。

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永
刚牛肉板面店食品经营许可
证 副 本 丢 失 ，证 号:
JY23716280025473,声明
作废。

滨州市滨城区二棵树综
合超市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
本 丢 失 ， 证 号 ：
92371602MA3F9CBH78

声明作废。
滨州市沾化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工会委员会银
行开户许可证丢失，核准号:
J4665000490601，特此声
明。

李琳丢失经滨州市专业
技术人员管理处2007年11
月 22日审核颁发的党校讲
师职务任职资格证书，编号:
07050004，特此声明。

滨州市公安局滨城分局
座落于黄河大桥管理处以
南、市园林苗圃以西的原押
运大队土地证丢失,证号滨国
用（2012）第 8716 号，特此
声明。

滨州市润棣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公章丢失，章号：
3723010067063，声 明作
废，且寻回后不再使用。

各位市民朋友：
为加强政民互动，倾听群众心声，汇聚民

智民意，加强民主监督，进一步增强政府决策
透明度。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继续面向全社
会公开征集意见，实行“开门写报告”。热忱欢
迎广大市民积极参与，共谋滨州未来发展大
计，为滨州发展建言献策。

一、征集时间

2021年11月16日至12月15日，为期一个月。

二、征集内容

（一）经济发展方面。主要包括新旧动能
转换、产业升级发展、重点项目建设、科技创
新、双招双引、改革开放等内容。

（二）民生改善方面。主要包括就业创业、
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住房养老、文化体育、社
会安全、交通出行等内容。

（三）城乡建设方面。主要包括城镇发展、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综合管理、乡村振兴、
公共服务、农村人口市民化等内容。

（四）政府自身建设方面。主要包括政府
职能转变、优化营商环境、依法行政、效能提
升、勤政廉政等内容。

（五）民生实事方面。主要包括需要政府

解决的民生实事、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
既可以回顾过去，围绕2021年及过去5年

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提出意见建议；也可以
立足当前，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打造高品质
生活提出意见建议；还可以展望未来，围绕对
即将到来的2022年及未来五年的期盼希望提
出意见建议。

三、参与方式

（一）发送电子邮件（邮箱：sfbxxgk@bz.
shandong.cn，邮件标题请注明“我为《政府工作
报告》建言献策”）。

（二）写信（地址：市政府办公室政务公开
科，黄河五路385号，请在信封左下角注明“我
为《政府工作报告》建言献策”）。

（三）扫描二维码可直接进入意见建议栏
提出意见建议。

四、注意事项

（一）紧扣滨州发展实际，直奔主题。
（二）意见建议条理清晰，突出重点。
（三）注明联系方式，方便联系沟通。

滨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11月16日

致全市市民的一封信
市政府“开门写报告”——邀请您为政府工作建言献策

滨州市引黄灌溉服务中心小
开河灌区2021年度续建配套与现
代化改造工程是经省、市发展改革
委批复的重点工程。工程内容包
括渠道改造、管理道路新（改）建、
生产桥新（改）建、光缆地埋等，工
程建设时间紧，任务重。为满足工
程建设需要，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现决定对小开河灌区引黄闸出口

—夏家桥确权范围内妨碍工程施
工的架空及地埋高低压线缆、光
缆、管道等进行清除。现将有关事
项通告如下：

一、清理时限：2021年11月23
日～2021年11月30日。

二、清理范围：小开河灌区输
沙渠桩号0+000～12+022（小开
河引黄闸出口～夏家桥）段确

权范围内的光缆、电缆、管线，
自渠道中心线东西两侧约35～
70米范围内，具体清理宽度等详细
情况可咨询小开河灌区工程建设
管理局。

三、请相关部门及单位等及时
采取措施，自行做好有关线路、设
施、设备清理工作。逾期不清理的
视为无主物，由我部门的施工单位

予以清除。
施工期间给您带来的不便，我

们由衷表示歉意，请您给予理解和
支持。

特此通告！
联系电话：0543-2212923

滨州市引黄灌溉服务中心
2021年11月22日

关于尽快清理小开河灌区工程施工范围内有关管线设施的通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原国土资源部《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法律法规规定，经惠民县人民政府批准，惠民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1宗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设计主要指标

二、竞买人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
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参加本次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活动，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
可以联合申请。

三、出让资料获取方式

本次网上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
网上挂牌出让文件。竞买申请人可登录惠民县公共
资 源 交 易 中 心 网 站（http://huimin.ggzyjy.
binzhou.gov.cn）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

统（以下简称网上交易系统）查看和打印出让文件。

四、竞买申请及竞买保证金缴纳

本次公告所涉及地块只接受网上竞买申请。竞
买申请人须携带相关有效证件，到惠民县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311办公室或滨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三
楼信息录入窗口申请办理数字证书后，方可登录网
上交易系统提交申请并参与竞买（已办理过数字证
书的竞买人可直接登陆系统使用）。

竞买申请人须在2021年12月22日16时00分
前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竞买申请，并按要求足额

缴纳竞买保证金。
竞买保证金到账的截止时间为：2021年12月

22日16时00分00秒。

五、网上挂牌时间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时间为：2021

年12月14日09时至2021年12月24日17时。

六、确定竞得人的方式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按照价

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入选人，惠民县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只对网上挂牌的竞得入选人进行资格审查。
审查通过者确定为竞得人。

七、联系方式

惠民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联系电话：0543—5327005
惠民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咨询电话：0543—5322101
数字证书办理电话：
0543—5322106、0543-3165927

2021年11月23日

地块编号

2021-M042

土地位置

惠民县姜楼镇姜梁路以北、
安惠路以东

出让面积
（M2）

8608

土地用途

居住用地

出让年限
（年）

70

规划设计主要指标

容积率

＞1.0 且≤1.8

建筑密度（%）

≤28

绿地率（%）

≥30

增价幅度
(万元)

5

起始价
（万元）

1291

竞买保证金
（万元）

646

惠民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惠民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惠自然资规告字[2021]12号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
向春 通讯员 李惠 报道）11月16
日，滨州市金融消费者投诉“诉源
治理”工作推进会在中国人民银行
滨州市中心支行八楼会议室召开。

会上，中国人民银行滨州市中
心支行联合市政府办公室、市中级
人民法院、市司法局、市地方金融
监督管理局、市民营经济发展服务
中心、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滨州监管分局，共同发布《滨州
市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合
作备忘录》。该备忘录对金融纠纷
多元化解各项工作，包括联络制
度、金融纠纷受理、调解员工作管
理及培训、在线诉调对接、小额快
调、中立评估、风险提示预警等方
面内容进行了明确。合作机制的
建立，将实现金融纠纷多元调处、
端口前移，在源头上提高防范化解
系统性金融风险能力，推进金融纠
纷多元化解工作更加专业高效、有
机衔接、便捷利民。

现场，人行滨州中支指导滨州
市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协会与中国
工商银行滨州分行、滨州农村商业
银行签订《小额金融纠纷快调合作
协议》。协议约定工商银行滨州分
行和滨州农村商业银行作为小额

金融纠纷快调首批试点单位，对赔
付金额在10000元以内（含本数）
的金融纠纷，委托市金融消费纠纷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

“《小额金融纠纷快速调解协
议》《滨州市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
制建设合作备忘录》的签订和发
布，抓住了金融消费者投诉‘诉源
治理’工作的重点、难点，明确了责
任，理顺了关系。同时，《滨州市金
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合作备
忘录》的发布也是市中级人民法
院、市司法局、人行滨州市中心支
行继建立金融纠纷诉调对接机制、
成立滨州市金融纠纷中立评估中
心之后通力合作的又一成果，为下
一步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基
础。”人民银行滨州市中心支行党
委委员、副行长李庶泳表示。

下一步，中国人民银行滨州市
中心支行将采取多部门联动、合
作协调的方式，推进金融消费者
投诉“诉源治理”工作与多元化
解金融纠纷机制建设深入结合，
积极探索小额金融纠纷快调试
点，建立重大金融风险提示预警
机制，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同
质、重复类投诉事项的发生，构
建和谐金融环境。

滨州市金融纠纷多元化解
机制建设合作备忘录发布滨州日报/滨州网阳信讯（通讯

员 刘晓叶 报道）作为地方金融主力
军，阳信农商银行认真贯彻落实党
中央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政策要求，通
过党建共建、整村授信、普惠金融、
驻村驻点、政银携手等方式，奏响了
助力乡村振兴的“五步曲”。

党建共建“亮旗帜”
阳信农商银行始终坚持党建引

领，并将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同部
署、同推进，不断挖掘发挥党建工作
开展对做好金融服务、助力乡村振
兴的引领促进作用。2020年以来，
阳信农商银行积极推进“党建+”发
展模式，与多方建立共建合作关系，
协同推动乡村振兴落地质效提升。
截至目前，阳信农商银行共与县域
15家党政行业管理部门建立起了
党建共建暨战略合作关系，在协同
推进党建工作开展的同时，共同探
索服务县域、普惠民生的有效途径；
与9家乡镇和街道党（工）委签订了

“发展普惠金融 助力乡村振兴”党
建共建暨战略合作协议，并分别整
体授信1亿元，为乡村振兴提供强
有力的资金支持；携手辖内243家
企业和村居党组织，以党员联学、活
动联办、整村授信、金融夜校、党员
先锋志愿服务等方式，开展共建项
目583个、共建活动408次。

整村授信“送资金”
为更好地落实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政策
要求，阳信农商银行作为服务“三
农”主力军，主动融入农村经济发
展，深入推进“扩面、提质、增效”三
大工程，广泛推进开展整村授信，持
续加大涉农贷款投放力度，并结合县
域经济发展特点，采取“特色+”模式，
大力支持肉牛养殖、肉牛屠宰加工、鸭
梨种植、鸭梨产品深加工等县域支柱
产业和水落坡古典家具、鲁绣、地毯等
特色产业及水落坡民俗产业文化园等
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重点项目。截至
目前，阳信农商银行在辖内609个村
庄开展了整村授信，覆盖率达71%，
授信金额达54.87亿元。

普惠金融“到家门”
“你看看咱村，马路又平整又宽

敞，超市、卫生院、银行啥都有，村里
是处处干净漂亮。”每次提起自己
村，翟王镇徐家村的村民都是一脸
骄傲。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徐
家村越建越漂亮，而村民口中的“银
行”，正是阳信农商银行在该村设立
的普惠金融服务站。

为打通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
里”，消除乡村振兴的金融“盲点”，
阳信农商银行坚持深入推进普惠金
融建设，扎实推动金融服务下沉，在

不断优化19家营业网点建设的基
础上，还在全县范围内建成了104
个普惠金融服务站，打造了一支

“354名员工+104名农金员”的金融
服务队伍，实现了金融服务在乡村、街
道、社区的“全覆盖”和基础金融服务
的“村村通”，村民足不出村就享受到
了全方位的金融服务。同时，阳信农
商银行大力推进农村网点、普惠金融
服务站等金融基础设施的改造升级，
积极打造“电子银行示范村”，推进手
机、互联网金融全面向乡村普及，推动
移动支付便民工程全面向乡村延伸，
切实提升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的覆盖
率、可得性和满意度。

驻村驻点“办实事”
今年以来，阳信农商银行全面

推进开展“驻村驻点”工作，班子成
员、部室经理一周2天，支行行长、
客户经理一周4天驻扎辖内社区、
村庄，除讲解金融知识、解答金融难
题、提供金融服务以外，还积极主动

“为群众办实事”。
帮村民麦收、送病患去医院、卫

生清扫消毒、辅导留守儿童作业等
等，都成了“农商红马甲”们不收费的

“兼职”“副业”。时间一长，老百姓对
他们的称呼也从“农商行的某某”，成
了“咱家那个某某”；对助力解答“乡
村振兴”这一命题，阳信农商银行也
从单一提供金融服务发展到了真正

的全心、全力、全方位为民服务。

政银携手“加速度”
为有效扩大服务半径，全面提

升服务便民的延展性，在阳信县委
县政府的牵头组织下，在县直各部
门、人民银行、监管部门的支持帮助
下，阳信农商银行综合服务水平不
断“提速增效”。在全市金融系统中
率先建成了“智慧政务大厅”，在营
业部设立了行政审批服务专区、不
动产登记专区、税务服务专区、征信
查询专区、市场主体年报和动产抵
押服务专区等六个专区，并在辖内
10处乡镇网点安装了商事登记服
务终端，将高频率、多方面、最优质
的政务服务接入到营业网点；建成
户外劳动者驿站4处，配备了桌椅、
饮水机、微波炉、空调、应急药箱等，
全面为户外劳动者及其他有需要的
人群，提供“冷可取暖、热可纳凉、渴
可喝水、累可歇脚、伤可用药”的环
境和场所；为保障“全国社会保障卡

‘一卡通’创新应用综合示范”工作
有序推进，全力发挥自身点多面广
的优势，打造了6家社保卡即时制
卡网点，并在70余处普惠金融服务
站投入人社改造费用133.58万元，
通过农金通一机两用、增加设备的
方式增设了人社服务平台，为县域
居民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和更加
高效的服务。

阳信农商银行奏响助力乡村振兴“五步曲”

近日，滨州农商银行滨北一级
支行张集支行收到了一位老人的
感谢信，简短的感谢信虽然有不少
错字别字，但字里行间感情真挚，
纸短情长。

老人在感谢信中写到：“支行
服务实在强，农民去存款百问不
烦，因为老人听不见，他们单独上
门办，他们服务态度好，多亏党的
领导好，是雷锋战士好青年。”（信
中错字别字已纠正）

一天早上，滨北一级支行张集
支行刚营业，门外来了一位拄着双
拐的老年人，保安赶忙迎上去，测
温登记后，搀扶着老人坐到休息椅
上，A级柜员刘晓燕正当班大堂经
理，见状忙给老人端了一杯热水，
并询问办理什么业务？老人说自
己耳聋眼花还腿脚不利索，是来取
养老金的，又从怀里掏出2000元

钱，要存到一起办个定期存款。从
叫号到办完业务，刘晓燕全程陪
着、帮着老人。办完业务后，老人
又说老伴的身体还不如自己，常年
有病不能下床，没法自己来激活社
保卡。刘晓燕告诉老人不要着急，
会尽快上门办理。当天中午，利用
休息时间，刘晓燕和另一名同事携
带移动智慧柜员机赶到老人家中，
为其老伴办理了社保卡激活业
务。感受到银行员工的热情，特别
是员工们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就上
门服务，让老人十分感动，迫切的
用随手找到的一个纸片写了一封
感谢信。

今年以来，滨北一级支行以党
史学习教育为契机，积极为群众办
实事、办好事，想客户所想，急客户
所急，以耐心细致的工作态度，让客
户享受到暖心、优质的金融服务。

一封满是错字别字的感谢信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樊飞 通讯员 杨春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