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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子的变化太大了，生活垃
圾、乱堆的柴草垛都不见了，污水也
不见了，还有路灯、大舞台，老百姓
对村庄环境越来越满意……”说起
村里的变化，滨城区秦皇台乡北贾
村村民王平毫不掩饰自己的喜悦之
情。

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不
仅是为了改善和提升群众生活条
件，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
分。

今年以来，秦皇台乡始终把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作为一项重要民生
工程抓好抓实，坚持让群众满意的
标准，聚焦路域治理、村容村貌
提升、残垣断壁清理等方面开展综
合整治，补短板、强弱项、提水
平，促进农村环境面貌变美变靓变

干净、农村基础设施更完备、农村
公共服务更便利，推动乡村“颜
值”不断优化提升，打造“时时
美、处处美”乡村环境，切实提高
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
满意度。

秦皇台乡建立健全“乡级领
导、社区主管、村居负责、站所参
与、全民行动”的工作机制。强化
协调配合，压实村居责任，充分发
挥党员干部作用，明确职责，细化
任务，推动环境整治工作常态化持
续深入开展。同时，充分利用微信
群、公众号、智慧广播等不同形式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宣传，营造
浓厚社会氛围，动员群众主动参
与，推动形成共建、共管、共享的
长效机制。

为充分调动群众参与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秦皇
台乡认真听取群众所想所盼，重点
对排污管道、卫生死角等“老大
难”“脏乱差”问题进行着力解
决，切实提升群众参与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的主人翁意识，持续营造浓
厚的人居环境整治氛围。如今，打
扫屋子、清理院子、整治村子已成
为全乡群众的共识和自觉行动。

截至目前，该乡共投入资金79
万元，实施村庄基础设施改善工程，
补齐路、水、电、讯等基础设施短板，
推动提质扩面，落实常态化管护。
清理农村生活垃圾460吨、沟渠23
公里，清理畜禽养殖粪污等农业生
产废弃物11吨，清理“三大堆”420
处，清理弱电线路52处。投资10

余万元，更换乡驻地垃圾分类房32
组。打油张村、北籍家村等14个村
的无害化厕所规范提升全面开工，
目前已完成改造9个村。

同时，秦皇台乡把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与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
相结合，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定
期组织志愿者开展“学雷锋”志愿清洁
活动。组建成立志愿服务队伍30余
支，招募志愿者1000余人，累计开展
各项志愿服务活动100余次。

下一步，秦皇台乡将持续聚焦
群众最关心、最现实、最急需解决的
环境问题，保持人居环境整治力度
不减、节奏不变、韧劲不改，以打造
美丽宜居的生活环境回应群众关
切，以实际行动提升人民群众生活
品质。

秦皇台乡秦皇台乡秦皇台乡“““聚力提升群众满意度聚力提升群众满意度聚力提升群众满意度”””系列报道系列报道系列报道（（（二二二）））

走在前走在前 开新局开新局 ———来自第一线的奋斗报告—来自第一线的奋斗报告

打造“时时美、处处美”乡村环境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邵一娟 通讯员 张志刚

深化国防教育 厚植爱国情怀

“强国复兴有我·喜迎党的二十大”

联系电话：3186726 18563092198(微信同步)遗失声明

刘 学 勇
（37230119891222191X）
丢失滨州亿源置业有限公司
开 具 的 长 江 观 邸（3- 1-
1403）购房收据叁张：一、编
号:6813602, 日期:2021 年
8月2日,金额10000元；二、
编号:6813610,日期2021年
8 月 9 日,金额 173000 元；
三、编号：6813626，日期:
2021 年 8 月 31 日, 金 额
540000元，承诺因丢失收据
造成的损失及后果由本人承
担,特此声明。

山东齐星房地产有限公
司 公 章 丢 失 ，编 号 ：
3723300004469, 声 明 作
废，且寻回后不再使用。

阳信县金阳街道机关工
会委员会银行开户许可证丢
失 ， 核 准 号 ：
J4663000507502，声明作
废。

宋鹏仙丢失滨州市公安
局滨城分局于2007年8月
30日签发的身份证，号码：
37230119720913481X,声
明作废。

滨州安通达运输有限公
司鲁MCU166（黄牌）车辆
道路运输证丢失，证号：

371602101780，声明作废。
滨州安通达运输有限

公司鲁MUY86 挂（黄牌）
车辆道路运输证丢失，证
号：371602101781，声明作
废。

滨州市顺建工程有限公
司 公 章 丢 失 ，编 号 ：
3723013006106, 声 明 作
废，且寻回后不再使用。

苏 宝 根
（372321199201049412）
丢失滨州亿源置业有限公司
开 具 的 长 江 观 邸（1- 1-
1102）购房收据贰张：一、编
号:6712156, 日期:2020 年
4 月 28 日,金额 10000 元；
二、编号：6712053, 日 期
2020 年 5 月 6 日, 金 额
319873元，承诺因丢失收据
造成的损失及后果由本人承
担,特此声明。

李 健 新（身 份 号 码 ：
370831198803167073）
丢失别克汽车合格证壹份，车
型：GL8 ES 653T 舒适型
21 ，白 色 ，车 架 号 ：
LSGUL83L6MA114019
合 格 证 编 号:
WAE223210873765， 特
此声明。

根据《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我单位已对申领记
者证人员的资格进行严格审核，现将我单位申领新闻记者证人员
名单进行公示。

公示期：2022年9月16日—9月23日
举报电话:0531-51775927
申领新闻记者证名单：张新全 崔艳君

滨州日报社
2022年9月16日

滨州日报社关于申领新闻记者证人员
名单的公示

9月16日，滨州实验学校
开展了“全民国防教育日”主
题活动。

该校学生通过聆听现场
讲解、阅读国防教育书籍等方
式，深入了解中国国防和军队
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进一步
树牢忧患意识、厚植爱国情
怀。同学们纷纷表示，要刻苦
学习，以实际行动为祖国发展
贡献力量。（滨州日报/滨州网
通讯员 许雯 摄影）

滨州日报/滨州网无棣讯（通
讯员 马明玲 崔婷婷 张爱玲 报
道）为弘扬民族精神，激发师生爱
国热情，近日，无棣县海丰街道小
学开展了纪念“九一八”爱国主义
教育活动。

在该校举办的“铭记历史 勿

忘国耻 吾辈当自强”知识讲座上，
学校党支部书记高立逊做了慷慨激
昂的主题演讲，进一步激发师生发
愤图强、报效祖国的豪情壮志。

同时，各班组织开展纪念“九一
八”爱国主义教育主题班会和征文
比赛等活动，凝聚师生爱国力量。

海丰小学开展纪念“九一八”
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滨州日报/滨州网无棣讯（通讯
员 陈笑 齐雪青 报道）为进一步强
化广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近日，无
棣县埕口派出所民警走进鲁北实验
学校，开展国防安全主题教育活动。

该所民警将国防概念、国防的

重要性、现代国防建设成就等基本
国防和军事知识带进校园；并通过
为学生们讲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抗美援朝等革命战争事件，进一步
强化学生国防安全意识，厚植师生
家国情怀。

鲁北实验学校开展
国防安全主题教育

近日，滨城区沙河街道人武
部、退役军人服务站联合开展了

“国防教育进校园”活动。
该街道人武部干事毛德胤向

学生讲解了国防知识及“九一八”
事变的经过，引导广大师生牢记
历史，增强爱国意识。

随后，该校学生集体观看了

《全军十大英模事迹》纪录片，进
一步增强对英模事迹的了解，引
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学生们
一致表示：将英模精神传承下去，
为国家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邓百爽 摄影）

牢记历史使命
赓续红色血脉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城讯（通讯
员 孙悦丽 安晓东 韩拂晓 报道）今
年以来，滨城区市东街道下大力气
实施北杨农贸市场提升改造项目，
通过实施设施品质化、管理规范化、
服务人性化“三化”提升工程，让市
场在保留“烟火气”的同时进一步增
添了“文明味”。

此次改造中，市东街道拆除原
有的全封闭式转门，更换为半封闭
式可移动护栏，并在门口及周边规
划了机动车位287个、非机动车位
169个，使市场东西方向沿街更加
通透敞亮，乱停乱放、占道经营问题
得到有效解决。以建设“微型小社
区”为理念，在市场入口打造便民服
务站，购物车、急救箱、医用口罩等
一应俱全，同时设有咨询台，安排专
人轮流值班。

该街道实施地面、牌面、立面
“三面”整治，将农贸市场及周边约

2.5万平方米的坑洼水泥路面全部
铺设为沥青路面。集中更换大小门
头牌匾98块，粉刷外立面墙漆约
3500 平方米，捆扎、清理飞线 76
处，让整体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除了沿街商铺，日常管理服务
的重点就是市场大棚。该街道将内
部原有的约1000平方米的水泥地
面铺设环氧地坪漆；内部36个摊位

岛台、用电线路、上方围栏全部更
换；水果、蔬菜、熟食三大功能区根
据群众购物合理分布，统一设置标
志牌，并为每个摊位统一设计了摊
位信息公示牌，集中展示该摊位商
户信息、营业执照、场所码以及食品
安全承诺、原料和添加剂信息，让群
众买得放心。

该街道高度重视以党建引领商

户诚信规范经营，让党员经营户亮
身份、做表率，为他们颁发“身份
牌”，促使党员经营户带头守法经
营、诚信经营，自觉接受群众监督。
市场管理处联合市场监管部门，配
齐专业检测设备，建设食品快检实
验室，农残检测3分钟即可完成，确
保货源配送的食品质量达标、安全。
从严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由
专人提醒群众进入市场必扫场所
码、佩戴口罩。

北杨农贸市场提升改造，既注重
保留“烟火气”，同时注重增添“文明
味”，通过软件、硬件两方面“双提
升”，全面改善市民购物环境，打造农
贸市场提档升级的市东样板。

保留“烟火气”增添“文明味”
市东街道北杨农贸市场实施“三化”提升工程，全面改善市民购物环境

有效应用，推动审计工作高质量发展

（上接第一版）科室和个人的双考
核模式，通过双轮驱动，充分调动
了科室整体和个人的工作积极性，

鼓励干部职工创新方式、突出重
点、高效完成工作任务，带动了审
计工作的整体提升。

市审计局打造“积分制”
管理考核体系

在考核结果运用上，滨州市审
计局将“积分制”考核与综合考核
有效结合。该局将考核结果分为
三个等次，按一定权重纳入综合考
核，并针对不同等次制定了相应的
激励约束措施，考核一等的审计人
员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提拔重用
或晋升职级，考核三等的年度考核
原则上不评为优秀，并对其进行谈
话，提出改进建议，激励其进一步
加强自身素质能力建设。通过分
析研判考核结果，突显优势特长、
揭露缺陷短板，精准发力、科学建

设审计队伍，形成开拓进取的工作
氛围，达到人尽其才、共同发展。

“积分制”管理考核有力提升
了机关效能，滨州市审计局连续两
年保持“全国文明单位”称号，在全
市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中获优
秀等次，审计整改和内部审计创新
获得“富强滨州”建设及时表扬，服
务滨州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显著
提升。下一步，滨州市审计局将继
续推进“积分制”建设、严格“积分
制”管理，以“积分制”带动滨州审
计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

滨州日报/滨州网博兴讯（通
讯员 付梦雪 报道）为提升居民生
活质量，扮靓人居环境，今年以来，
博兴县博昌街道通过科学规划强
治理、转变作风提效能，加快推进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着力打造宜居
美丽家园。

该街道从解决好人民群众最
关心的问题着手，制订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工作实施方案。投资600
余万元，重点对西伏、伏郑、伏邵、
皂户、西八里、永和、伏李、伏路8
个村实施生活污水改造工程。同
时，聘请滨州市设计院专家对各村

污水管网进行规划设计，多次召开
专题会议进行调度，明确工作标准
和完成时限，压实工作责任。

该街道层层传导压力，抓实责
任分工，聘请专业施工队因地制
宜、分类施策编制实施方案，调用
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机械，加快
管道铺设进度，切实提高生活污水
改造效率。

截至目前，伏路村已完成主管
道铺设，其余村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工程力争10月底前全部完成，进
一步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助力
美丽乡村建设。

博昌街道投资600余万元
对8个村开展生活污水整治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
向春 通讯员 张洪新 张会青 报道）
近日，滨城区北城中学开展“共筑
网络安全 守护幸福校园”网络安
全宣传主题教育活动，多渠道、多
形式广泛宣传普及网络安全防护
知识和技能，全面提升师生网络安
全意识和基本技能。

营造宣传教育氛围。该校信
息办搜集关于网络安全的相关知
识、标语，通过学校LED显示屏滚
动播放，引导师生提高网络安全意
识，识别网络谣言，防范网络诈骗。

组织召开主题班会。该校44

个教学班同时召开“青少年网络安
全”主题班会，通过播放视频、展示
图片以及教师讲解等方式，让学生
深入了解网络安全的重要性。信
息科技教师通过上好专题课，指导
学生如何在网上选择性地浏览信
息，真正让网络更好地服务于学习
生活。

观看网络安全宣教视频。由
学校信息办牵头，筛选网络安全教
育的生动案例，以视频资料的形
式，发到学校微信公众号、QQ群、
学生家长微信群等，进行网络安全
教育宣传。

该校通过开展系列活动，让学
生了解网络安全知识，提高网络安
全意识，有效构筑校园网络安全防
线。

北城中学开展系列活动
加强网络安全主题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