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县乡4
滨
州
网
手
机
客
户
端

2022年9月30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时培建 杨向军
电话：3186761

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讯
员 朱林 高雷 周伟 报道）“以制造业
立市、靠制造业崛起，加快建设先进
制造业强市，邹平有优势、上级有期
望、发展有需要。”邹平市委书记吕
明涛在邹平市招商引资工作暨先进
制造业强市建设会议上表示，邹平
将抢抓先进制造业发展机遇，在加
快转型中解决结构性矛盾，在产业
升级中提升发展质效。

近日，邹平市召开了2022年招
商引资工作暨先进制造业强市建设
会议，与会人员走遍邹平16个镇街
和经开区，现场观摩30个大项目，
实地了解情况；用半天时间总结分
析、部署工作，同时聘任招商顾问、
招商大使，号召全市上下扛起滨州

“工业立市、实业强市”责任担当，凝
心聚力、全员上阵，大抓招商、大干
项目，掀起招商引资新热潮，全力塑
造邹平先进制造业发展新成就。

项目是产业发展的关键、建设
先进制造业强市的基础。今年以来，
邹平先进制造业发展亮点纷呈，此

次集中观摩的30个项目，总投资突
破100亿元，全部建成后，预计年产
值 300 余亿元，提供就业岗位近
8000个，呈现出投资规模大、科技含
量高、经济效益好、产业结构优等特
点。魏桥纺织特宽幅印染和纺纱厂
升级改造两个项目，通过智能化改
造，生产效率分别提高38%、13%，
能耗分别降低22%、20.5%，产品质
量大幅优化；码头双飞公司引进清
源生物添加剂项目，研发乳酸菌蛋
白质饲料添加剂，1吨可以卖到30
万元；鼎盛油脂、天诚铝材、玉玺机动
车拆解等项目，盘活闲置厂房设备，
实现腾笼换鸟；铝深加工产业园、兴
忠电镀中心，分别集聚65家高端铝
企、85家电镀企业，实现集群发展。

做优存量，服务好企业发展。
为优化营商环境，让企业做大做强，
邹平市召开“对标深圳，先行示范”
解放思想大讨论暨“在知爱建做表
率”主题实践活动大会和首届企业
家大会，提出“服务至上，企业至上”
理念，建立“五个零”服务机制，出台

惠企23条等政策，启动“一十百”扶
持资金，即：1亿元人才专项资金，
对各类人才无偿提供能心动的奖金
待遇；10亿元的人才创业基金主要
对带技术、带专利、带项目来到邹平
创业的人才，通过股权投资等形式，
为创新创业、项目建设提供启动资
金；100亿元的产业发展基金，对部
分市场前景好、发展潜力大的企业、
项目给予资金支持，再造一批支撑
未来的优质产业。在政策支持下，
截至目前，邹平市新增各类市场主
体9189户，总数达到80960户。同
时，不断创新机制，推进政府精准服
务进企业、行政审批直通车等工
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建设先
进制造业强市提供有力保障。

做大增量，抓招商引资，多上
项目、上大项目。“把邹平的优
势、高质量发展的决心，打造一流
营商环境的决心、尊重企业家、厚
待企业家的氛围宣传出去，积极引
进好企业好项目来邹平。”魏桥创
业集团董事长张波表示，作为邹平

企业家招商总顾问，他将与大家共
同努力推进邹平工业加快向先进制
造业和高科技转型。邹平市聘任张
波为企业家招商总顾问，聘任张红
霞、崔立新、张向海、王棣、王亚
群等5位企业家和8家商会协会为
招商顾问，聘任张永培、杨鹏、张
广、陆书建、邵长波、郑高飞等
22位企业家为招商大使，充分调
动全市上下抓招商引资的积极性、
主动性，推动形成比学赶超、加压
奋进的浓厚氛围。此外，邹平还明
确高端铝业、四新产业、高端服务
业三大板块主攻方向，明确亩均效
益、带动能力、成长潜力等招商门
槛，明确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等
招商方法，优化招商政策，用好招
商平台，创新招商方式，在提升招
商引资实效上下功夫；瞄准企业需
求，邹平做强园区调整、收储工业
用地、建设标准厂房、用好产业基
金、打造创新平台、优化投资环境等
招商基础，为项目落地提供全方位
要素支撑。

扛起滨州“工业立市、实业强市”责任担当，凝心聚力大抓招商、大干项目

邹平加快推进先进制造业强市建设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城讯（通

讯员 赵芸芸 报道）今年以来，滨城
区委编办综合运用“3＋”工作模
式，探索规范机构编制全周期管
理，致力实现机构编制使用效益最
大化。

“沟通＋调研”，推动机构编制
规范化管理。印发《机构编制申请
事项评估办法(试行)》，严把机构编
制事项调整“进口关”，通过单位填
报《机构编制申请事项沟通表》，机
构编制部门依据单位现状、申请依
据等信息进行初审，对确需调整的
按程序提报。

“指标＋运用”，确保编制资源
精准化配置。实行编制需求评估

工作机制，对单位机构性质、规格、
领导职数、实有人数、履职尽责情
况、单位运转情况等多项指标进行
精细化评估，摸清摸透单位运行状
况及实际需求情况。

“报告＋考核”，提升机构编制
使用效益。对调整的机构编制事
项落实情况，采取追踪问效办法，
将机构编制调整项落实情况三个
月内报告机构编制部门。同时，聚
焦主责主业履职考核，全面掌握单
位机构编制配备与承担的职能任
务协调度，考核结果作为改进机构
编制管理、优化编制资源配置的重
要依据，不断提升机构编制使用效
益。

滨城区委编办“3＋”模式
加强机构编制全周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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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庆节即将来临之际，近日，
邹平市第一实验幼儿园举办了以

“喜迎二十大 欢度国庆节”为主题
的红色趣味运动会。

此次运动会，将红色元素巧妙
融入到比赛项目中，设置了“重走

‘长征路’”“飞夺‘泸定桥’”等特色

项目，引导幼儿在学习党史故事、体
验运动乐趣的过程中深切感受老一
辈共产党人不怕牺牲、无私奉献的
精神，激励孩子们赓续红色血脉、传
承革命精神，将来为国家发展贡献
力量。（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颜
丙甜 摄影）

9月26日，沾化区冯家镇李家
幼儿园开展了“童心迎国庆”主题
系列活动。

该园组织全体师生举办了以
“迎国庆”为主题的现场绘画、队
型表演、锣鼓表演等活动，表达老
师和学生对祖国的热爱和祝福。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张玉华
韩玲 摄影）

童心迎国庆 厚植爱国情

滨州日报/滨州网阳信讯（通讯
员 王海鹏 宗海辉 报道）近日，阳信
县劳店镇召开计生协会会员代表大
会，选举产生新一届劳店镇计生协
会理事会理事。

劳店镇计生协会从实际出发，
按照程序制订了详细换届选举方
案。组织召开换届选举大会，由上
一届计生协会会长汇报了上届工作
开展情况及取得的成绩，与会人员

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举行换届选
举，选举产生了劳店镇计生协会新
一届理事会理事、常务理事、会长、
常务副会长、副会长，并审议通过了
聘任秘书长的决议。

此次换届选举，完善并加强了
镇计生协会的组织力量，有利于更
好地发挥群众团体优势，协会将进
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以更强
烈的责任、更饱满的热情、更扎实

的作风，全面当好生育政策的“宣
传队”、健康生活的“践行者”、计
生困难家庭的“贴心人”，积极做
好育龄群众和计划生育权益维护的

“代言人”，为今后计生协会更好地
推动计划生育政策落实，促进人口
长期均衡发展，推动家庭和谐幸福、
创建健康阳信工作开展奠定良好基
础。

劳店镇新一届计生协会将以本

次换届大会为新的起点，结合当前
计生协工作要求，踔厉奋发、笃行不
怠，团结动员广大会员和志愿者开
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切实做好生育
关怀、家庭健康和疫情防控等各项
工作，充分发挥协会作用，增强协会
整体团队的凝聚力，以更加昂扬的
姿态、崭新的面貌，奋力开创计生协
工作新局面，为健康劳店建设作出
新的贡献。

劳店镇完成计生协会换届选举工作

滨州日报/滨州网沾化讯（通
讯员 孙晓洁 刘晓杨 报道）“终于
不用排长队了。平常这个点人都
挺多，要等好长一段时间，没想
到现在有了‘潮汐窗口’，不到5
分钟就办完业务了，真方便！”近
日，沾化区富源街道王女士办完
食品经营许可证后，对街道政务
服务中心新设立的“潮汐窗口”
称赞道。

今年以来，富源街道结合政务
服务工作实际，整合资源配置，创

新设立“潮汐窗口”，主动延伸服务
职能，有效解决业务办理高峰期

“群众等候时间长”等突出问题。
截至目前，“潮汐窗口”共办理各类
行政审批及便民服务事项70余
件，为群众及企业节省了近60%的
等候时间。

下一步，富源街道将继续聚焦
群众所盼，强化业务培训，不断优
化政务服务水平，充分发挥出“潮
汐窗口”优势，让群众办事少跑腿、
让办事更高效。

富源街道设立“潮汐窗口”
延伸服务职能

滨州日报/滨州网无棣讯（通
讯员 许洪敏 李吉洪 报道）为充分
发挥骨干教师传、帮、带作用，促进
新教师业务能力和专业素养的提
升，近日，无棣县第二初级中学举
行了“青蓝工程”师徒结对仪式。

仪式上，宣读了师徒结对名
单，随后举行拜师仪式，发放结对

证书。该校教学处负责同志从备
课上课、课后作业布置、资料使用
和请假制度等方面的教学常规要
求进行了详细解读。

此次活动，为新教师尽快适应
教育教学工作、加快个人成长创造
了有利条件，为教师们搭建了一个
相互切磋学习、共同发展的平台。

无棣县第二初级中学举行
“青蓝工程”师徒结对仪式

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
讯员 赵霞 报道）近日，邹平市实验
幼儿园开展了“爱眼护齿”主题教
育活动。

该园举行“爱眼护眼 从我做
起”师生签名活动，并邀请邹平市
妇保院医生为幼儿讲解牙齿防龋

涂氟等相关知识，引导孩子们积极
做好每日眼保健操，争做“爱眼护
齿小标兵”。

此次活动，进一步增强了学生
的爱眼护齿意识，助力孩子们健康
成长。

邹平市实验幼儿园
开展爱眼护齿主题教育

联系电话：3186726 18563092198(微信同步)遗失声明
滨 州 市 滨 城 区 沙 河

街道办事处银行开户许
可 证 丢 失 ，核 准 号 ：
Z4660000049101，声明作
废。

山东荣协物流有限公司
鲁MBD337（黄牌）车辆道路
运 输 证 丢 失 ，证 号 ：
371602102100，声明作废。

山东荣协物流有限公司
鲁MRB23挂（黄牌）车辆道
路 运 输 证 丢 失 ，证 号 ：
371602102101，声明作废。

滨城区旧镇镇村级财务
会计核算中心银行开户许可
证 丢 失 ， 核 准 号 ：
J4660000266601，特此声
明。

张 福 川（身 份 证 号:

372324199103071519）丢
失滨州洪基置业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4 日开具的
秦皇水岸(8-2-1002)购房
款 收 据 壹 张 ，编 号:
0014487，金额 11399 元，
声明作废。

滨州市誉合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法人章丢失，编号：
3723013022338，声 明 作
废，且寻回后不再使用。

陈 坤 （ 身 份 证 号:
372321199407020850）
丢失滨州亿源置业有限公司
于2019年10月15日开具的
长江观邸（7-1-1801）购房
款 收 据 壹 张 ，编 号 ：
4660791，金额拾万元整，声
明作废。

为加强对民营企业家及职工的人文关怀，
切实维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营造让企业和企
业家舒服的发展环境，促进全市民营经济高质
量发展，市民营经济发展服务中心启动了“快乐
工作·健康生活”心理健康服务进企业活动和

“情系民企·暖心护航”维护民企合法权益行动，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快乐工作·健康生活”活动

服务内容：提供团体和个人心理辅导，开展
专家讲座，帮助企业管理者处理员工心理事件，
帮助企业职工理顺情绪、化解矛盾、增进和谐，
为企业职工群众预防心理疾病、提高心理素质、
培养健全人格、增进心理健康，提供专业心理援
助服务，助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维护职工队伍

稳定。
服务电话：0543-3327120
服务邮箱：bzknyy@163.com
服务地址：滨州康宁医院（山东省滨州市经

济技术开发区黄河十二路501号）

二、“情系民企·暖心护航”活动

服务内容：接受惠企通服务平台、热线和邮
箱咨询，解答民营企业有关法律方面的咨询，及
时发现企业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并指导企业
加以弥补；按照预约，每周六上午为企业提供面
对面法律援助，提供专业法律意见，对法律纠纷
提出解决方案建议，对企业的经营决策从法律
层面上加以完善，避免风险；为有需求企业提供
免费合同审查服务，做好前期预防，增强企业法

律意识，引导企业规范经营。
服务电话：0543-8176267
服务邮箱：my8176267@163.com
服务地址：山东元格律师事务所（山东滨州

市滨城区黄河五路487号5楼）

三、监督方式

监督电话：0543-2227197
监督邮箱：bzmyfzzz@126.com
工作地址：滨州市民营经济发展服务中心

综合协调部（滨州市滨城区黄河五路367号交
通大厦2713办公室）

滨州市民营经济发展服务中心
2022年9月29日

关于开展滨州市民营企业
心理咨询服务和法律援助服务的公告

博兴县建立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
全县12家镇（街道）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已加挂镇（街道）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牌子，编制人员已配备达标
滨州日报/滨州网博兴讯（通讯

员 张弩 报道）为进一步完善重大疫
情防控体制机制，近日，博兴县委编
办联合县疾控中心成立督查小组，
对全县12家镇（街道）卫生院（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相关机构编制事项

落实情况进行督查。
目前，该县12家镇（街道）卫生

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已加挂镇
（街道）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牌子，并各
核定3名编制用于疾病预防控制相关
职责，配备的从事疾病预防工作人员

增加至53人，平均每个单位已超过4
人，超出了不少于3人的县定标准。

同时，各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均成立由院长或分管院长为
主要责任人，业务科室长为分管责
任人，科室业务骨干及相关工作人

员为成员的领导小组，完善了疾病
预防控制队伍体系。

此外，各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均已建立相关工作制度，细化了职
责分工，明确了岗位职责，进一步优化
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方案。

滨州日报/滨州网沾化讯（通
讯员 郭宗银 报道）在国庆节即将
到来之际，9月28日上午，沾化区
泊头镇第五小学开展了“国旗下宣
誓”主题队会活动。

升旗仪式上，该校大队辅导员
为全体师生作了精彩的“国旗下讲
话”，引导广大学生从小树立远大
理想，刻苦学习，强健体魄，争做文
明小公民。少先队大队长带领全

体少先队员在国旗下庄严宣誓：
“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我
们要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努力学
习，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贡
献力量！”

此次活动，进一步厚植了师生
爱党爱国情怀，激发了学生努力学
习的信心和决心，为文明校园建设
奠定基础。

泊头镇第五小学开展
“国旗下宣誓”主题队会活动

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
讯员 李燕华 报道）重阳节来临之
际，9月27日下午，邹平市焦桥镇
组织开展走访慰问百岁老人活动。

该镇工作人员先后走访了4
位百岁老人，并为老人们送去了慰

问品、慰问金等，并祝福老人健康
长寿。

此次活动，让百岁老人们切实
感受到来自党委政府的温暖和关
怀，同时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了中华
民族敬老美德。

焦桥镇工作人员
走访慰问百岁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