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县乡4
滨
州
网
手
机
客
户
端

2021年11月30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时培建 杨向军
电话：3186761

11月28日，在邹平市韩店
镇前官庄村葡萄种植合作社的
大棚里，该社农民正驾驶履带
式微耕机进行松土作业。初冬
时节，该镇农民抢抓晴好天气，
借助履带式微耕机等新型农机
设备开展农业生产工作，田间
地头、设施大棚内呈现一派繁
忙景象。（滨州日报/滨州网通
讯员 霍广 摄影）

滨州日报/滨州网惠民讯（通讯
员 孟令通 报道）11月27日，惠民县
举行了以“赋能、创新、致远”为主题
的企业家创新发展大会，进一步褒
奖和弘扬企业家精神，激发广大企
业家创业创新创造、攀高向新致远
的澎湃激情，共同谋划创新发展、制
胜未来的远景和路径，合力共推“五
个惠民”建设起势成势、塑成胜势。

本次大会表彰了全县“金狮奖”
企业7家、“银狮奖”企业10家、“铜

狮奖”企业15家。同时，10家企业
还获得惠民县高质量发展奖补基
金，10个单位获惠民县服务企业优
秀单位荣誉称号。

此次大会发布了《惠民县关心
关爱企业家十条措施》《惠民县支持
工业强县21条意见》。据了解，自
惠民县委十四届十二次会议以来，
县委、县政府从战略发展和全局高
度出发，确立并深入实施工业强县
发展战略，以上两个政策文件是对

现有工业强县政策体系的补充和完
善，也是对工业强县系列政策的再
聚焦、再谋划、再提升。

此次大会还成立了铝新材料产
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化纤绳网产
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产业五大
产业联盟，推动广大企业和企业家
树立抱团发展意识、延链补链意识，
通过行业联盟实现资源整合、实现
共赢发展。

大会上，惠民县境内11家金融

机构与五大产业联盟盟主企业、县
政府签订三方《金融助力创新发展
战略协议》，致力于建立长期、稳定、
互利、共赢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开展全方位、多元化业务合作。

“十四五”期间，全县重点金融机构
将向五大产业提供综合授信不低于
100亿元人民币的新增信贷额度支
持，满足多层次、多元化的金融需
求，助力重点企业及产业联盟稳健
发展。

履带式微耕机履带式微耕机
大棚松土作业大棚松土作业““显身手显身手””

焦桥初中推进法治校园建设
全面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
讯员 许凌云 报道）为加快推进法
治校园建设，近日，邹平市焦桥镇
初级中学特邀法治副校长刘文江
为全体师生上了一堂“未成年人的
健康成长离不开法律保护”的主题
法治教育课。

课堂上，刘文江通过通俗易懂
的语言，将一起起、一件件与校园

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校园案例、法
律事件生动形象地呈现在师生面
前，同时他还就什么是校园欺凌、校
园欺凌的危害、遇到校园欺凌怎么
办等问题，向同学们进行法律普及。

此次活动，进一步引导学生提
升法治意识、强化安全防范和自我
保护能力，做一名知法守法的好公
民。

惠民县举行企业家创新发展大会
表彰32家优秀企业，出台两大政策文件，成立五大产业联盟，

签署金融合作协议，全面推动工业强县建设

滨州日报/滨州网博兴讯（通
讯员 付学兵 侯丽丽 吕明莉 报
道）今年以来，博兴县水利局持续
优化营商环境，深入推进“放管服”
改革，本着为企业群众办事创业提
供更多实惠和便捷的工作原则，超
前规划、提前铺设供水管网，为开
办企业“获得用水”提供主动超前
服务，缩短供水报装时间，优化用
水报装环节，建立起企业用水报装

“零时限、零材料、零费用”的服务

新模式。
据了解，博兴县人民政府于

2015年编制完成了《博兴县城市
供水专项规划》，指导全县供水用
水服务工作。目前，依次建设完成
了博兴水库工程、净水厂工程、供
水管网工程。2017年、2018年连
续两年实施了《博兴县地下水超采
区综合治理工程》，分别铺设供水
管网28.5千米、134.4千米，2019
年、2020年实施了《供水安全两年

攻坚行动》，铺设供水管网47.2千
米。日前，供水企业结合《博兴县经
济开发区中长期规划》，对县经济
开发区、县工业园区提前铺设管网
至各规划企业门口，为企业预留了
水表井、阀门，供水企业用水报装
只需要挂表通水一个环节，当日即
可对接完成、顺利通水。通过以上
工程的实施，不仅为企业节省了几
十万的打井费用，用水成本也较使
用地下水每方节省3元，在充分保

护宝贵的地下水资源的同时，也取
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下一步，博兴县水利局将继续
着力推进解决用水报装外线项目
涉及行政审批事项的统一办理和
程序简化问题，进一步缩短外部
行政审批时限，并加快搭建与相
关部门的信息共享平台，不断改
进服务措施，提高用户的获得感
和满意度，持续打造博兴供水服务

“金名片”。

博兴县水利局：

用水报装环节“三零服务”提升业务办理水平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
刚 通讯员 王晓平 报道）为落实
《滨州市“六个一”服务企业活动
工作方案》，近日，邹平市财政局
认真落实包保联系制度，深入企
业积极开展调研走访活动。

11月25日，邹平市财政局工
作人员就开展市场主体遍访活动

与魏桥镇进行对接，并进行政策
宣传推送。他们围绕魏桥镇优化
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市场主体等
方面详细了解了魏桥镇对市场主
体遍访活动工作的开展以及所辖
重点企业运营、税收等方面的情
况，同时对涉企有关财政奖补政
策进行详细介绍，并希望魏桥镇

政府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严
格对照“六个一”服务企业活
动工作要求，认真开展遍访工
作。

随后，邹平市财政局工作人
员先后来到山东江泷机械有限公
司、山东创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进行走访和政策推送，他们下
车间、看设备，同企业负责人、
一线工人进行交流，了解企业经
营、企业核心竞争力、市场拓

展、企业发展战略等方面的情
况，对企业经营过程中的困难和
问题，能解决的当场解决；对于
久拖不决的问题，将具体困难和
问题形成书面材料，协调相关部
门进行解决。同时，对于企业生
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希
望魏桥镇政府做好服务并加强与
相关职能部门的协调工作，合力
落实各类惠企政策，确保“六个
一”服务企业工作落到实处。

邹平市财政局遍访市场主体送服务上门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田中
岳 通讯员 夏玉忠 报道）11月26日
上午，交通银行滨州滨城支行开业
庆典暨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滨城区
彭李街道举行，双方有关领导、广大
干部职工和重要客户代表出席活动。

“交通银行滨州滨城支行开业
庆典暨战略合作签约仪式的举行，
既是双方深化合作、共谋发展的一
件大事，也是滨城区金融行业发展
中的一件喜事，标志着滨城区在完
善金融服务体系、强化金融支撑方

面又迈出了坚实一步。”滨城区副区
长袁俊英说。

“交通银行滨州滨城支行将以
开业为契机，进一步加强与滨城区
政府部门以及企业的沟通联系，创
优服务模式，提升合作水平，开展好
前瞻性战略合作研究，促进双方互
动发展、持续发展、长远发展。”交通
银行滨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侯键
东表示。

据了解，交通银行始建于1908
年，是百年民族金融品牌的传承者、

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先行者，也是目
前国内金融牌照最齐全的银行集团
和国内六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之
一。交通银行滨州分行紧紧围绕滨
州区域发展战略，在支持地区重大
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地方重点民营
企业发展以及普惠、小微、涉农、个
人业务等领域不断加大融资服务和
创新力度。截至目前，滨州分行各
项贷款当年新增超10亿元，位居滨
州当地金融机构前列，有力地支持
和推动了地方实体经济的发展。

近年来，滨城区彭李街道积极
拓宽“双招双引”方式渠道，不断优
化辖区营商环境，大力实施“筑巢引
凤”工程，全面释放辖区110万平方
米的楼宇能量，定向招引金融保险、
总部经济等实力型项目入驻，培育
打造税收“五千万元楼”“亿元楼”。
其中，产融综合服务中心进驻各类
金融机构共计 26 家，注册企业
1266 家，提供应急转贷资金约
14.91亿元，融资担保约2.74亿元，
凸显出强大金融活力。

交通银行滨州滨城支行在彭李街道开业

11 月 27 日，沾化区 2021 年第
四届迷你马拉松友谊赛在新启用
的富源公园举办，来自全区各行各
业的200名选手挥洒汗水、奋勇争

先，展现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和
奋勇向前的拼搏精神。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贾
海宁 吴志霄 孙晓洁 摄影）

沾化举办马拉松友谊赛
200人跑出健康新风采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
刚 通讯员 刘蕊 报道）近日，滨城
区市场监管局滨北监管所对辖区
外卖配送机构开展监督检查，重点
检查配送平台是否落实市场准入、
经营资质是否合法，并对外卖配送
机构的防护消毒用品的储备情况、
外卖运送工具消毒记录、从业人员
健康管理和自身防护措施情况等
逐一检查落实。

执法人员同时要求外卖平台
要严格落实食品配送安全主体责
任，制定外卖送餐服务管理规范，
对全体从业人员进行疫情防控食

品安全知识培训，加大对外卖送餐
人员的体温监测和健康检查，严格
落实佩戴口罩等个人防护措施，认
真做好车辆消毒、餐箱消毒、站点
消毒等防疫举措，全面落实餐食封
签配送。

该所还将不定期组织开展“回
头看”复查，同时要求平台和广大
外卖配送人员要坚决拒绝为无证
无照、卫生条件差、食品安全无保
障的餐饮单位送餐，发现餐饮单位
有违法违规行为的，要立即向市场
监管部门报告，全力保障消费者饮
食安全。

滨北市场监管所持续加大
外卖配送机构监督检查力度

滨州日报/滨州网无棣讯（通
讯员 王延明 朱树良 报道）11月
26日，在无棣县碣石山镇“爱心家
园”，来自多个镇的20位计生特扶
家庭的老人们集体过生日，尽情享
受冬日暖阳和社会关爱。

该县志愿者们为老人送上红
围巾，与老人一起过生日吃蛋糕、
同唱祝寿生日快乐歌，并搀扶老人
畅游碣石山。

据了解，碣石山镇“爱心家园”
成立于2020年，服务范围覆盖碣
石山、小泊头、埕口、车王四个乡
镇。2021年以来，累计开展节日
庆祝、健康体检、集体祝寿、登碣石
观沧海集体旅游活动五次，并总结
出一套计生协会主导、社工组织参
与的工作服务模式，积极承担服务
项目，持续拓展服务领域，为计生
协会的转型发展注入新力量。

碣石山“爱心家园”为20位
计生特扶老人集体过生日

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
讯员 王起震 报道）11月26日，鲁
中职业学院举行“青春风采 魅力
校园”第五届校园文化艺术节开幕
式暨“学礼以立 逐梦青春”第二届
礼仪大赛。

开幕式在舞蹈《青春绽放再出
发》中拉开序幕，各系部参赛队结
合专业特点，将职业礼仪和专业技
能充分融合，在站姿、坐姿、走姿、
表情等方面精心设计、环环相扣、
自然流畅，尽显工匠之美、礼仪之
美，充分展示了该院学生的专业素

养。
据了解，本届艺术节自11月

初开始，一直持续到12月底。艺
术节期间还将举行“翰墨丹青绘初
心 百花齐放秀青春”书画大赛、

“扬青春风采 展鲁中情怀”才艺大
赛、“魅力系部 多彩校园”庆元旦
等系列活动，将进一步丰富校园文
化生活，展现学生的精神风貌，培
养学生健康的审美情趣、良好的艺
术修养和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积
极营造积极向上、清新高雅、健康
文明的校园文化氛围。

鲁中职业学院举行
第五届校园文化艺术节

滨州日报/滨州网无棣讯（通
讯员 张贝贝 报道）近日，无棣县水
湾镇中心幼儿园开展了区角大比
拼活动。

活动中，孩子们充分利用具有

农村特色的玉米皮、玉米芯等物
体，创作出栩栩如生的动物、植物
各类作品，进一步提高了动手、动
脑能力，促进孩子们全面健康成
长。

水湾镇中心幼儿园
开展区角比拼活动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管林
忠 通讯员 王文哲 梅颖 报道）日前，
记者在滨州工业园智能制造产业园
建设项目现场看到，一期项目五栋
厂房都已封顶，其中1号、2号厂房
已具备企业入驻条件，预计整个一
期项目年内可全部完成建设任务，
并实现招商企业入驻。

滨州工业园智能制造产业园项

目是全市“83”工程项目，也是滨城
区重点规划的七大产业园区项目之
一，是滨州工业园转型升级、实现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由滨州工业
园区鼎鑫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建
设，项目总投资 5.8 亿元，总占地
145亩，定位高端装备制造和新能
源新材料两大产业，总建筑面积15
万平方米，主要建设标准化厂房8

栋及供排水、道路、绿化、电力、照
明、污水处理等配套工程。该项目
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建设1-5号
厂房，共计6.7万平方米，截至今年
10月底，该项目已完成投资1.28亿
元。

据了解，该项目充分满足小微
企业、创业团队和个人创业需求，有
利于推动构建以产兴城、以城聚产、

产城联动、融合发展的“产城融合”
发展格局。该项目的实施将有效破
解滨州市智能制造业发展瓶颈，对
于改善地区投资环境，构建资源节
约型、友好社会型社会，实现城市可
持续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目
前，在谈招商项目5个，其他各项工
作稳步推进。

滨州工业园智能制造产业园建设加速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