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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2 日，邹平市韩店
镇文喜花馍制作者刘银文在
整理制作好的虎年花馍。

春节临近，邹平市高
新、韩店、长山等地的花馍制
作逐步忙碌起来，各地花馍
制作者用多种杂粮和果蔬制
作出喜庆虎年、吉祥有余、五
福纳祥等各种寓意的节庆花
馍，色彩鲜艳、品种多样、软
糯香甜，深受市场欢迎。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
员 董乃德 刘凤仪 摄影）

滨州日报/滨州网博兴讯（通
讯员 魏金星 报道）让爱流动,为
爱加温。为传递山东人民的热
情与友谊，助力新疆偏远地区人
们温暖过寒冬，山东省乐安慈孝
公益基金会携手京博新能源控
股发展有限公司、京博商联商贸
有限公司、爱心驿站联合开展了
第六次“衣旧情深、为爱加温”捐
衣活动。

据悉，本次捐衣共6128件，
分别送至麦盖提县第二中学、第
三小学及库玛尔乡铁热木买里
斯村等，惠及学生、村民3000余
人。麦盖提县第二中学学生阿
布都拉·卡迪尔说：“我们很感谢
山东省乐安慈孝公益基金会和爱
心驿站的爱心人士寄给我们的衣
物，让我们在这个冬天暖洋洋的；
我一定会努力学习，发奋图强，做
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长大之后
也做爱心的接力者、传递者。”

涓涓细流汇大海，点滴善举
成大爱。截至目前，此项活动已
连续组织六次，累计捐赠衣物2.7
万件、口罩5万个、学习用品及运
动器械1.2万件等。“在公益组织
和援疆教师的引领下，我已是第
五次参加此项活动了，每次都是
买上30件新衣服和家人一起送
到接收点，希望能给新疆的孩子
们带去爱和温暖，同时带领身边
的人奉献爱心、传递温暖。”博兴
县实验中学妇联主任于红英说。

民族大团结，鲁疆情谊深。
我市首批援疆教师虽然已完成
了支教任务，依然情系边疆的人
民群众，多次联系京博新能源、
京博商联等有社会责任感的企
业，汇聚更多资源，集腋成裘、为
爱助跑，用实际行动引导和教育
学生从小常怀感恩之心，立报国
之志，为民族团结和乡村振兴贡
献自己的力量。

我市把物联网、大数据、电子商
务等互联网技术越来越多地应用在
农业农村领域，有力带动传统农业
升级，推进实现农业科技化、智能
化、信息化进程，显著提升了农业农
村高质量发展水平，全市互联网农
业发展步入新格局。

200余家经营主体使
用农业物联网进行智慧化
生产

进入冬季以来，博兴县博华农
业标准化钢构大棚内，一簇簇小菌
菇仍长势喜人。该公司食用菌事业
部养殖主管潘海兵介绍：“大棚内可
进行温湿度、二氧化碳浓度等自动
调节，平时只要一个技术人员管理
就可以。”

与博华农业一样，惠民县鑫诚
科技公司设施大棚的智能系统，可
以自动调控光温水气，进行土壤数
据、作物数据、气象数据、农资数据、
农事活动等数据的采集，为大棚内
花卉、蔬菜等作物生产管理进行数
据分析，提供最优的生产环境。邹
平市元瑞公司的水肥一体化自动控
制系统，能够感知田间农作物生长
情况，及时自动对18万亩小麦进行
智能化精准灌溉施肥。无棣县山东
荣昌生猪养殖、惠民县华成蛋鸡养
殖、无棣县智诚肉鸭养殖等10多家
畜牧业企业，都建有智能化程度较
高的控制系统，能够有效调控光温
水气、合理配料投喂、有效处理粪
便。

近年来，我市农业生产以龙头
企业和农业园区为引领，积极建设
使用农业物联网技术，实现了生产
过程的高度信息共享和标准化、智

慧化，推动了全市现代化农业高质
量发展。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
全市使用物联网技术的农业龙头企
业110家、各类农业园区77家、其他
应用物联网技术的经营主体20余
家。

培育淘宝镇5个、淘宝
村26个，淘宝村数量位居
全省第二

我市加快将互联网电子商务应
用于农产品销售，农业电商蓬勃发
展。目前，全市粮油、冬枣、牛肉、绳
网、草柳编、海盐、海瓷、苗木等特色
优势产业纷纷在网上开展了产品或
服务销售、电子支付等业务交易，市
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达到211家，
占总数的55%；全市共培育淘宝镇5
个、淘宝村26个，淘宝村数量位居山
东省第二。

惠民县浩东果蔬合作社理事长

冯崇宝介绍说：“我们现在利用电商
平台在淘宝、京东、天猫上把产品卖
到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可
以吃到我们的好产品了。”目前，我
市电商农业销售方式多种多样，像
浩东果蔬一样进驻淘宝、京东等第
三方平台销售的，约占全市农产品
电商销售企业的80%以上；有的部
门或企业自建平台招商销售，如惠
民县皂户李镇建设了惠民县中国白
蜡网和中国国槐网，为苗商提供在
线交易、贸易撮合、平台代购行业咨
询、企业宣传等服务；也有的经营主
体利用手机App、微信公众号和微
商城等方式在社交圈内进行营销活
动。

农业电商扩大了农产品流通范
围和效率，有效解决了农产品滞销
问题，切实增加了经营者收入。如
2021年沾化冬枣电商销售达到2.7
亿斤，占总产量的45%；通过举办首
届网红直播节，创造了两小时10万

单的销售记录；新增出口备案基地
1000亩，出口量达3700吨。截至
2021年11月，惠民县中国白蜡网和
中国国槐网销售苗木2.7亿元。滨
城区兴农公司2021年通过微商、公
众号等销售农特产品426万余元，
销售农资5800余万元。

建立“一网三系统”，
开展农业信息化服务

我市积极建设农业农村信息化
服务平台，目前已经形成“一网三系
统”的良好格局。

“一网”即市县两级通过农业信
息网，向农民群众提供农业、农机、
畜牧兽医技术推广和农作物种子、
肥料等监督抽查管理等服务，实现
了与国家、省及各县（市、区）农业信
息网以及30个其他相关网站的链
接。

“三系统”即农技推广智能系
统、测土配方施肥信息系统、农技推
广服务进村入户系统。通过农技推
广智能系统，县乡两级农技员可为
农民提供实时远程科技服务，目前，
全市已累计注册农技人员771人，
发布农业日志78563条，上报农情
12220 条，回答农户提问 122986
次。通过测土施肥信息系统，全市
推广应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已经实
现乡镇全覆盖。农技推广服务进村
入户系统，主要在全市建立了益农
信息社4351个，其中中心站7个、标
准站489个、专业站761个、简易站
3094个，实现了所有行政村全覆盖；
目前，依托平台已提供公益服务、惠
民服务、育民服务、便民服务“四大
服务板块”和“买、卖、推、缴、代、取”
六大业务内容。

2021年滨州“三农”故事之五

滨州互联网农业发展步入新格局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孙文杰

山东省乐安慈孝公益基金会联合开展捐衣活动

6128件捐赠衣物
送至新疆麦盖提县

香甜花馍
迎春节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周昆 通讯员 仲晓飞 报道）近日，
滨州高新高级中学传来喜讯
——该校11名参加莫斯科理工
大学入学考试高二、高三学生，
收到了预录取通知书。连同日
前被世界排名第147位的马来
西亚理科大学预录的赵以超同
学，同学们用优异的成绩为学校
赢得新年度的“开门红”。

据介绍，莫斯科理工大学成
立于1865年，是俄罗斯著名的公
立大学，也是全球领先的技术大
学之一。通过去年12月18日在
滨州高新高级中学举行的莫斯科
理工大学冬季入学考试，纪天琪、
于弘双和张浩然三名同学获得莫
斯科理工大学俄语方向的录取通
知书，孙伟宸、张玲榕、林艳莉等8
名同学被英语方向预录取。其
中，孙伟宸、张玲榕、闫旭伟、赵思
涵等是高二年级的学生。

据介绍，滨州高新高级中学
围绕学生深造发展，积极探索国
内高考与出国留学“双轨”并行的
教育模式，围绕“一带一路”倡议

打造适合中国学生的多元升学体
系，努力让每一个学生学业深造
有更多的选择、更多的把握。

在以国内高考为主要目标
全力突破的同时，该校积极承接

“一带一路国际语言中心”和“一
带一路国际人才培养基地”建
设，开展小语种教学。目前，学
校已在法国、意大利、荷兰、英
国、俄罗斯、白俄罗斯、马来西亚
等国家建立拥有全职工作人员
的事业部，并与意大利罗马音乐
学院、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白
俄罗斯国立医科大学、伦敦电影
学院等海外名校共建基地校，实
现师资共享、校区共享，高本连
读。借助学校的“一带一路名校
直通车”项目，滨州高新高级中
学2021年参加国际高考的同学
全部考入QS世界综合前350名
或专业前100名的学校。其中
80%的学生被爱丁堡大学、曼彻
斯特大学、莫斯科国立大学等世
界排名前 100 位的名校录取。
据了解，国外高校的招生将持续
到六月份。

滨州高新高级中学迎来新年
第一波国际名校预录取通知书

1 月 15 日，“我在平原——
2020-2021双年度‘大平原’优秀作
者颁奖及座谈交流会”在滨州市图
书馆三楼多功能厅举行。冒着冬日
寒冷从各县市区赶来的作家、诗人
在这里诗歌唱和、激情畅谈，共同记
录“大平原”发展的崭新脚步，留下
了2022新年伊始的文学记忆。

市新闻传媒中心主任、滨州传
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苏洪德，市
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市作家协会
主席刘庆祥，滨州交通发展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长李辉，著名诗人、作
家赵雪松、王长征、许烟华以及获奖
作者共40余人参加活动。

2020年元月1日，2018-2019
双年度“大平原”文学创作奖颁奖仪
式举行。时隔两年，“大平原”双年
度优秀作者颁奖活动再次举行。两
年时间过去了，滨州网“大平原”平
台共推送各类文学稿件2000余篇，
其中有很多美篇佳作。2000篇，繁
茂了大平原文学园地；2000篇，历练
了一大批文学新人；2000篇，于无形
之中，滋养了社会的人文环境，推进
了滨州的文明进程。

滨州日报大平原责任编辑与特
约编辑们，根据两年内的投稿数量

和质量，评选出本次双年度20位优
秀作者，并对他们进行表彰和奖励。

自2018年7月，滨州日报将纸
质版“大平原”文学副刊，延伸到滨
州网上，聘请能写会编的滨州作家
担任特约编辑，按照每人一个月进
行轮换。目前6位特约编辑中，许烟
华是滨州市作协常务副主席，舒中、
杨绍军、由俊佐、徐玉峰是县（市）区
作协主席，钱杰曾有多年党报工作
经历，是滨州市诗词学会副会长。
特约编辑模式运行三年多来，“大平
原”连年丰收，收获满满，作者队伍
不断扩大，活跃度持续增强。

近年来，依托广大文友的积极
支持，依托大平原报纸平台和网上
平台，滨州日报、滨州市图书馆、滨
州市作家协会经常性联合举办文学
活动。目前已连续6年举办“在春
天”同题诗会，尤其是2020、2021连
续两年，把“在春天”同题诗朗诵会
开到了黄河岸边；连续四年举办“中
国伏生诗会”，其中2021年第四届
伏生诗会投稿作者覆盖全国31个
省、市、自治区，收到“黄河诗歌”
1000多首，足以称得上洋洋大观；
2020年春天，滨州网征集“抗疫诗
歌”，推送感情饱满、触摸人性、激发
爱国之情的优秀诗歌作品40多首；
2020年秋天举行“滨州沿黄十五镇
街散文展”，沿黄镇街的美丽风景、
特色产业、乡村振兴、黄河文化等，
得到了文学的表达和呈现。

在活动现场，主办方为20位优
秀文学作者颁奖。特约编辑、特邀
嘉宾、获奖作者代表畅谈自己与“大
平原”的情感渊薮，以及如何进一步
办好“大平原”，推动滨州文学、滨州
文化更好更快发展的意见建议。特
约编辑许烟华说，大平原的原，是起
源的源，是源头的源；是缘分的缘，
有缘的缘；是团圆的圆，圆梦的圆；
是高原的原，燎原的原；是园丁的
园，家园的园，他感谢大平原的雨露
滋润，也期盼着更多文学新苗在大
平原上破土、萌芽。特约编辑舒中
说，文学已经成为很多作者心灵和
生命的寄托，而大平原更是培育这
种寄托的精神沃土。很多作者将最
具打动人心的文字交给大平原，而
大平原是真正守护呵护保护作者的
温暖家园，希望未来，大平原上更多
优秀作品助推滨州文学滨州文化的
建设和发展。特约编辑钱杰说，对
这片有着知遇之恩的大平原的深厚
感情自不待言，深深地感觉到大平
原的信任和期待也是肩上沉甸甸的
责任，他愿意把这份责任感融入到
了对每一篇稿件、每一行文字、每一
个标点符号的严苛要求上，并永远
保持对文学、文字的无限敬畏。获
奖作者杨玉美说：“大平原是一片丰
厚的文化热土，作为一名写作者，将
用好手中的笔，传承文化血脉，赓续
文明基因，奏响时代号角，谱写崭新
篇章。”获奖作者王冬良说：“在大平

原上每发表一篇文章，我都会高兴
半个月。精神上的力量，让我内心
更强大、更自信，阳光、快乐地去面
对工作和生活。我将继续扎根大平
原沃土，多读书，多思考，静心创作，
进一步提升自己。”获奖作者孙光利
则重点谈了诗歌创作的感受和经
验，他感谢大平原为文学、为诗歌创
建的宝贵平台，他说：“诗是高雅的、
高贵的，是只有少数人才能掌握的
一门技艺。我愿意保持一颗虔诚之
心、敬畏之心，继续在大平原上深耕
文字，创作出更多更好的诗作。”

前不久刚刚参加中国作家协会
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诗人李辉应
邀参会，激情满满地传达了作代会
精神，并对地方文学的发展与担当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建议。

“从 1985 年‘大平原’的前身
‘渤海浪花’文学副刊在《惠民大众》
开设算起，这个文学园地已经开办了
37年。在滨州，‘大平原’算得上最具
生命力的媒体专栏了。37岁，正是最
好的年华，筋骨健壮，肌肉饱满。今
后，在富强滨州、人文滨州建设中，

‘大平原’作为滨州人民的精神家园、
文化品牌，理应有更新的作为，发挥
更大的力量。我们将更加珍惜滨州
文学作者的文化生产力，进一步优化
媒体服务、平台服务，履行好党媒在
地方文化建设中的责任和担当，建
设好媒体特色的‘地方文化高地’。”
滨州日报副总编王锋说。

我在平原
——2020-2021双年度“大平原”优秀作者颁奖活动侧记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时培建 张丹丹 赵鑫

滨州医保异地就医政策
迎来新变化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州讯（通
讯员 报道）为切实解决参保群众
异地就医中遇到的“急难愁盼”
问题，滨州市医保局根据国家、
省有关文件精神，进一步整合简
化异地就医备案手续。自2022
年1月1日起，异地就医备案将
迎来“1234”新变化。

“1”即一个目的。进一步方
便群众异地就医，解决群众“来
回跑”“手工报”的问题，全面实
现即时报销。

“2”即两个整合。将发生异
地就医情形的参保人员调整为
两大类：一是将异地安置退休人
员、常驻异地工作人员、长期异
地居住人员、外出务工农民、外
来就业创业人员，统一整合简化
为“异地长期居住人员”。二是
将转诊转院人员，自行外出就医
人员，因出差、探亲、旅游等临时
在外就医人员，统一简化整合为

“临时外出就医人员”。
“3”即三个放宽。一是“异

地长期居住人员”不再需要提供
异地居住证明材料，只需填写承

诺书即可异地备案（个人承诺异
地居住、生活、工作6个月以上），
一次备案，长期有效。二是备案
渠道进一步扩宽。参保人员可
在市、县、乡医保服务大厅窗口、
基层医保工作站办理备案；也可
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App、市
医保官方网站、微信、支付宝“滨
州医保”小程序自助办理，以及
各县区医保部门公布的服务电
话、传真等多种渠道办理备案。
三是降低异地就医人员个人自付
比例。“临时外出就医人员”住院
医疗费用首先自付比例，统一下
调为5%；普通门诊和门诊慢性病
省内跨市、跨省就医执行参保地
医保报销比例。“长期异地居住人
员”没有个人首先自付比例，与参
保地医保报销比例一致。

“4”即四个取消。一是取消
省内跨市“异地长期居住人员”住
院、普通门诊、门诊慢性病异地就
医定点医疗机构家数限制。二是
取消省内跨市“临时外出就医人
员”住院、普通门诊、门诊慢性病
异地就医备案手续，跨省仍需备
案。三是取消省内跨市“临时外
出就医人员”住院、普通门诊、门
诊慢性病异地就医定点医疗机构
家数限制。四是取消跨省“临时
外出就医人员”住院、普通门诊异
地就医定点医疗机构家数限制。

24.慈善组织放弃公开募捐
资格的，怎么办？

答：《条例》第25条规定：具有
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放弃公
开募捐资格的，可以向其登记的民
政部门或者其他部门申请注销公
开募捐资格。慈善组织被注销公
开募捐资格后，负责登记的民政部
门或者其他部门应当收回公开募
捐资格证书，并向社会公告。

25.个人求助如何规范？
答：针对社会公众普遍关注

的个人求助问题，《条例》第27条
进行了规范。一是明确求助的条
件。规定：个人为了解决本人或者
家庭的特殊困难，可以向慈善组织
或者所在单位、城乡社区组织求

助，也可以向社会求助。二是规定
了求助人的义务。规定：求助人应
当对提供的身份信息、具体求助事
项等求助信息的真实性负责，不得
虚构事实骗取他人捐赠，不得以

“慈善募捐”等名义募集款物。三
是信息发布平台应当健全审核机
制。规定：求助人通过广播、电视、
报刊以及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
电信运营商等信息发布平台向社
会发布求助信息的，信息发布平台
应当健全审核机制，对求助信息的
真实性进行核实，在显著位置向社
会公众进行风险防范提示；发现求
助人有虚构事实等违法行为的，应
当停止提供服务，并向公安、民政
等有关部门报告，协助调查处理。

《山东省慈善条例》60问 (十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