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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管
林忠 通讯员 宋维芳 报道）近日，
中国科协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对
2021年全国科普日有关组织单位
和活动予以表扬的通知》，阳信县
科协被评为2021年全国科普日优
秀组织单位。阳信县科协已经连
续两年在全国科普日活动中被表
彰。

2021年全国科普日期间，阳
信科协围绕“百年再出发，迈向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主题，结合中
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十四五”
开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开启之年的各项目标任
务，制订《关于开展阳信县新时代
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月暨全国科普
日系列活动实施方案》，联合阳信
县委宣传部、统战部、机关工委、妇
联等组织开展科技志愿服务月、

“党员带头讲科普 服务群众零距
离”、“最美科技小院”评选、青少年
科技创新大赛、“渤海科技论坛”、
阳信科普微课堂等各类科普活动
375项，为公众送上了一道道丰富
多彩的科学盛宴，在全县范围内掀
起了一阵“科普热”。

近几年来，阳信县重视《全民
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的实
施，鼓励工作创新，尤其是 2018
年以来，按照《阳信县科协系统

深化改革实施方案》持续推进各
项改革。

2019年，阳信县成为山东省
第二批提升基层科协组织力“3+
1”试点工作单位，在滨州市率先启
动并完成试点工作，以“五有一落
实”(有组织、有场所、有经费、有牌
子、有公章，全面落实工作任务)标
准建设10个乡镇(街道)科协组织，
县乡科协以农技站站长、学校校
长、卫生院院长“三长”为代表的关
键人物进入领导班子，构建起与农
业、教育、卫生等部门的融合工作
机制。阳信县还成为滨州市唯一
受表彰的全省17个基层老科协组
织之一。

2020年，县科协完成换届，并
改建增设科技馆。全国科普日组
织活动获中国科协表彰，做法入选
《全国科普日优秀案例汇编》。

2021年，全民科学素质工作
纳入县综合考评体系，获山东省科
普示范工程示范县项目、省科协系
统宣传工作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数量位居
全省前列，多个活动被中国科协、
省市科协表彰，并成功获批全国科
普示范县争创单位，主管的农村专
业技术协会首获中国科协全民科
学素质行动第一批项目。

阳信科协获评全国科普日
优秀组织单位

近日，“新时代 新鲁菜”2021鲁
菜创新大赛各奖项评选结果揭晓，
由滨州虾屿虾巡全虾宴改良创新的
渤海盐焗大虾成功从1099道参赛
菜品中脱颖而出，跻身“我最喜爱的
新鲁菜”全国前20强，位列第15名，
并被推荐到国内著名美食栏目——
央视财经频道《回家吃饭》播出。

渤海盐焗大虾一路过关斩将，
最终成为滨州市唯一一道入选“我
最喜爱的新鲁菜”全国 20强的菜
品，缘何赢得美食大咖的赞赏？又
凭何过人之处跻身全国20强？记
者采访到了渤海盐焗大虾改良创新
者，同时也是鲁菜大师、滨州虾屿虾
巡酒店行政总厨的王建军，听他为
我们解开荣登全国鲁菜榜单的密
码。

谈到让这道菜杀出重围的关键
点，还得从烹饪的原材料海盐和盐
田虾说起。在采访过程中，王建军
反复提到两个词：牵海上岸，种盐牧
虾。“把海牵上岸，在盐度较高的盐
田中孕育盐田虾。”王建军说，所用
的食材，均来自汇泰渤海水产公司
自繁自育自产的零抗生素盐田虾，
高盐度的海水造就了病菌难存的天
然安全生存环境，也成就了盐田虾

“体色清亮、肉质紧糯、味美鲜甜、品
质野生”的特性，这也是菜品得到专

业权威评委认可的制胜密码。
滨州人对盐田虾并不陌生，坐

拥70余万亩生态盐田虾养殖基地，
凭借独特、生态的养殖模式，每年
向全球贡献8万吨高品质盐田虾，

“中国生态盐田虾之乡”的称号成
为滨州的闪亮名片。这其中，渤
海水产拥有的30万亩浅海生态盐
田，采用闭环式生态野生放养模
式，把种苗、养殖、加工晒盐等环

节有效衔接起来，1万余吨以自然
之道孕育的鲜甜美味、健康珍贵
的“盐田虾”鲜活蹦跳地从海水中
捞出，造就了渤海盐焗大虾这道集
鲜、零、野、肉、珍、溯于一体的菜品。

其实，盐焗大虾的做法在多年
前就已被渔民掌握，渤海盐焗大虾
则是在此基础上针对原做法的不良
之处进行了改进和创新。王建军
介绍，在烹饪上，首先利用烤箱的

精准控温功能更好掌握住烹饪火
候，出炉后，在海盐上撒酒一杯，
借助海盐的余温把酒点燃。

“这样做的原因是继续增加渤
海盐焗大虾的酒香风味，继而烘托
出煎盐煮酒的欢悦就餐气氛。”王建
军说，这道菜在烹饪过程中，不加一
滴水，一滴油，从营养上更符合现代
人对低脂低油、高蛋白、零添加食品
的健康要求。值得一提的是，渤海
水产的盐田虾产品全部通过绿色以
及无公害产品、产地认证、0抗认证，
部分产品还通过了“有机”认证，成
为全国对虾养殖行业唯一获有机产
品认证的企业。在多重以严苛著称
的安全认证下，渤海盐焗大虾也被
贴上了更加珍贵的标签，成为越来
越多人餐桌上的偏爱。

渤海盐焗大虾
缘何跻身鲁菜创新大赛全国20强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郭文璐 赵鑫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葛
肇敏 通讯员 梁嘉瑞 报道）近日，
中建五局凤凰新居项目的建设工
作受到滨州市委、市政府的高度
肯定与认可。滨州市委、市政府
专门发出感谢信，对凤凰新居项
目积极配合推进“83”工程，为实
现“十四五”良好开局作出突出
贡献表示感谢，并期望凤凰新居
项目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推动各
项工作走在前、干在先、落在实，助
力滨州经济社会发展。

据悉，凤凰新居占地面积80.8
亩，总建筑面积14.5万平方米，项
目建成后可安置987户居民，是滨

州市滨城区新旧动能转换的重点
民生工程和明星工程。在建设过
程中，凤凰新居项目组织管理有
序，在严守质量关的前提下实现快
速建造，是全市第一个因现场优质
履约获得政府肯定的项目。尤其
是在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下，凤凰新
居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以进度
管理为主线，以节点控制为核心，
以资源匹配为保障，做到安全生产

“零事故”，在建设施工中采用“回
填土小市政提前插入”的方式，将
绿化道路施工工序前置，大大缩短
施工工期，在建设中彰显了中建五
局的速度与品质。

中建五局凤凰新居项目
获市委市政府“点赞”

助人为乐助人为乐

息伟：公益行医为乡亲服务

息伟，男，1988年9月出生，博兴县
店子镇店子村村民。2008 年入伍，
2011年至2014年就读于陆军军医大学
士官学校（原白求恩医务士官学校），

2019年退伍，根据自己的专业优势开办
博兴县玉健康和堂。他对生活困难群
众无偿治疗腰腿疼等疾病，还定期到养
老院为老人们无偿治疗。有位敬老院

的老大爷脚伤疼痛，但是碍于脚上的汗
臭味不好意思诊治。息伟不怕脏不怕
累，对老人没有丝毫嫌弃，耐心为老人
治疗，老人一直说就算是亲人也很难做
到这点。2021年，息伟对全镇所有享受
定补金待遇的伤残军人开展公益性义
诊活动，采用中医理疗的方式为伤残军
人解除病痛。

见义勇为见义勇为

鲁凯凯：社区工作人员勇救老人
鲁凯凯，男，1989年3月出生，惠民

县辛店镇钟营社区工作人员。2021年
7月22日，鲁凯凯在钟营村北的沟渠内
发现一名老人躺在里面，昏迷不醒。经
确认围观人员没有报警后，鲁凯凯迅速

拨打了急救和报警电话。他把老人救
到沟沿上的安全地带。老人呼吸和心
跳微弱，已失去意识，旁边有一个农药
瓶子，所以初步判断是药物中毒。鲁凯
凯在另一名群众的协助下，毫不犹豫为

老人做了急救处理。他先抠出老人嘴
里的异物，然后催吐，顾不得呕吐物会
弄脏衣物。他一边掐住老人的人中，一
边呼唤老人。10多分钟后，老人慢慢
恢复部分意识。等急救车来了，他们帮
着抬上车之后才离开。老人经过抢救
脱离生命危险。老人的孩子给鲁凯凯
送锦旗表示感谢。

敬业奉献敬业奉献

刘汉林：干一行专一行的退伍军人
刘汉林，男，1974年11月出生，滨

城区市西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委员、武
装部长、二级主任科员。1993年12月
入伍，服役期间荣立三等功3次，获得
抗洪抢险先进个人、汶川抗震救灾先
进个人等荣誉称号。2011年12月，转

业至滨城区信访局，九年信访工作中，
对待信访群众如亲人，真心为群众排
忧解难，及时受理和按期办结率均为
100%。2020年 12月，到基层武装部
长的岗位上任职，他充分发挥自身优
势，积极开展兵员潜力调查、民兵整组

和征兵工作。2021年5月，山东省军
区统一组织基层武装部长集训，面对
着妻子身患甲状腺癌急需手术和参加
自己任职以来的首次集训两个“大
考”，他照顾妻子两天后便投入到集训
中，考核科目全部优秀，被山东省军区
评为优秀学员。黄河汛情期间，他带
领基干民兵和同志们坚守在防汛第一
线，为防汛最终取得胜利作出突出贡
献。

孝老爱亲孝老爱亲

张维鹏：精心照顾患病弟弟和年老父亲
张维鹏，男，1956年10月出生，邹

平市韩店镇辛庄村村民。张维鹏的三
个弟弟都患有血友病，已去世两个，还
有一个弟弟张维刚，今年58岁，肢体二

级残疾，一直未婚，常年需要治疗。
2020年10月，弟弟因摔倒导致双腿骨
折错位，因为多年血友病无法手术治
疗，只能保守治疗，生活无法自理。张

维鹏不仅要照顾弟弟，还要照顾94岁
的老父亲，所有的担子都落在了张维鹏
身上。弟弟身边不能离人，所以每天给
老父亲送完饭，就马上回来照顾弟弟。
照顾他的吃喝拉撒，怕他想不开，还要
耐心劝导弟弟。张维鹏身体也不好，双
腿已变形，一年腿疼病要犯好几次。在
这样一个特殊状况下，他支撑了一个常
人难以维持的家庭。

2021年12月份“滨州好人”事迹简介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孝老爱亲孝老爱亲

泥国华：悉心照顾瘫痪公公14年
泥国华，女，1973年10月出生，博

兴县湖滨镇寨郝村村民。泥国华的公
公72岁，14年前因事故下身瘫痪，老伴
也去世多年，平时生活起居由泥国华夫

妇照顾。特别是泥国华，就像亲生女儿
一样照顾公公，每天给老人做饭、擦洗
身子、收拾大小便，就连老人的夜壶也
天天刷洗得干干净净，让老人的房间里

时刻保持整洁清爽。在泥国华的影响
下，她的女儿、女婿也非常孝顺。只要
回到家，就帮着给姥爷擦洗身子、带好
吃的，老人身心舒畅，精神焕发。泥国
华常常说：“家家都有老人，人人都会
老，老人辛苦把我们养大，现在我们照
顾好老人是应该的。”她的孝老行为得
到了左邻右舍的肯定和称赞。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李
淑霞 通讯员 丁彩霞 王飞 报道）

“不但高效办好业务，还给我节省
了大笔公证费，为你们的人性化服
务点赞！”1月6日上午，在邹平市
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遗产继承窗
口，顺利办完继承业务的市民孙女
士一再对工作人员表示谢意。

作为邹平市不动产交易登记
中心办理的首例非公正遗嘱继承
业务，扩展告知承诺制、不需第二
顺序继承人到场等全国领先的创
新探索，以及登记责任保险兜底保
障措施的推行，大大便利了孙女士
及其家人。

原来，孙女士的母亲张女士生
前留下一份代书遗嘱，在遗嘱中明
确表示自己名下不动产由独生女
孙女士继承。虽然是首次办理此
项业务，但邹平市不动产交易登记
中心在接到孙女士的预约办理申
请后，不但详细告知需准备的材料
及注意事项，而且预判各种情况，
立即启动“非公证遗嘱类”相关预
案流程。

根据《民法典》规定，代书遗嘱
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
由其中一人代书，并由遗嘱人、代
书人和其他见证人签名，注明年、
月、日。经工作人员现场核验，结
合孙女士提供的录音录像，张女士
留下的代书遗嘱符合《民法典》关
于代书遗嘱的要求。三名见证人
也来到办理现场，证明了这份遗嘱
的真实性。

近年来，邹平市不动产交易登

记中心秉持“用心、贴心、爱心”服
务群众理念，在全面总结不动产非
公证继承工作经验基础上探索创
新，推出便民利民惠民举措，助推
服务效能提升。将遗产管理人制
度引入不动产非公正继承登记，在
询问笔录中加入关于遗产管理人
的询问，简化办事流程，大幅提升
办理效率。推行书面承诺代替证
明，针对《民法典》中“最后一份遗
嘱”举证难等问题，进一步拓展告
知承诺制适用范围，对办理遗产继
承的部分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制。

“此次孙女士的遗产继承业务
中，继承人承诺为最后一份遗嘱、
三名见证人承诺具备见证条件。
同时‘中心’建立登记责任保险制，
为因登记错误造成相关人员损失
予以理赔。”邹平市不动产交易登
记中心副主任张宝表示。

邹平市不动产交易登记中心
自2016年成立以来，已办理非公
正遗产继承1112件，为群众节约
公证费1000万余元。目前，未发
生一起因登记错误产生的纠纷、理
赔情况。在此基础上，经过充分风
险评估率先推行的“非公证遗嘱继
承”业务，改变了以往遗嘱继承只
能走公证渠道的局限，更加尊重被
继承人意愿，也为办事群众提供更
多可行性。下一步，该中心将积极
加强与法院、律所等法律专业机构
的对接，加强登记风险的研判和防
控，探索一条既风险可控、安全便
捷高效又能减轻地方政府财政负
担的非公证遗产继承邹平模式。

探索扩展告知承诺制、不需第二顺序继
承人到场等措施，推行登记责任保险兜底

邹平成功办理首例
不动产非公证遗嘱继承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州讯（通
讯员 报道）近日，山东省生态环境
厅印发《关于命名第二批省级“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
地的公告》，其中，我市滨城区被命
名为第二批省级“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滨城区积极探索“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有效转化路径，抢抓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
重大机遇，立足建设“开放滨城、实力
滨城、美丽滨城、和谐滨城、民生滨
城、实干滨城”的长远目标，深入推进

“两山”基地创建工作，探索形成绿色
发展模式，不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筑牢绿色之基、引领绿色发展，聚力
打造黄河下游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的“生态样板”。

滨城被命名为省级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实践创新基地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孙文
杰 通讯员 朱树美 高泽 孙宝柱 报
道）近日，市安委会办公室发布《关
于做好春节、冬奥会等重点时段驻
地督查工作的通知》，要求以集中开
展烟花爆竹禁售和仓储核查、加强
森林防火和野外用火督导检查、持
续加强交通运输领域督导检查和聚
焦重点行业领域开展督导检查为重
点，切实做好驻地督查工作，压实属
地安全管理责任，保障春节、冬奥会

等重点时段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
定。

春节临近，人流、物流、车流集
中，各类生产经营建设活动繁忙，加
之冬季低温、冰雪、团雾、大风等灾
害性天气增多，取暖用火进入高峰，
安全生产进入关键时间节点。各驻
地督查组将集中对驻地县市区烟花
爆竹批发企业和常年零售业户全覆
盖督查一遍；抽查有关乡镇（街道）
森林防灭火工作部署落实情况，检

查林场等重点防护单位火源管控、
巡查、值守等情况；加强对汽车站、
火车站等人员密集场所抽查检查，
加强对危险货物运输企业和客运企
业督导检查，督促严格落实企业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切实保障春运安
全。在危险化学品领域，突出督查
企业开停车、检维修、动火等特殊作
业安全防范措施落实情况，检查企
业防冻、防凝、防滑、防静电、防火、
防爆、防泄漏等安全防范措施落实

情况；在建筑施工领域，重点督查深
基坑、高空作业、起重机械、临建设
施及有限空间作业等安全防范措施
落实情况，严查盲目赶工期、抢进度
施工行为；督查大型商业综合体、宾
馆饭店、公共娱乐、医院、养老院、学
校幼儿园等重点人员密集场所火灾
隐患排查情况；严查燃气经营、公共
场所、居民用户、燃气工程、燃气具、
燃气管道设施、液化石油气等隐患
排查治理情况。

我市开展春节冬奥会等重点时段
安全生产驻地督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