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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博兴讯（通讯
员 刘明博 侯维娜 报道）近年来，博
兴县兴福镇在发展好镇域经济、带
动群众致富增收的基础上，不断探
索创新基层治理模式，着眼“共治共
享”，蹚出全民参与治理新路径，“红
马甲”“蓝马甲”齐上阵，切实打通服
务群众“最后一米”，推动新时代文
明实践走深走实，不断提升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您好！请把口罩戴好，排好
队，注意保持1米间距。”近段时间

以来，一群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
活跃在李韩社区核酸采样现场，他
们一边劝导进入社区的居民做好各
项防护措施，一边提醒骑电动车的
居民自觉佩戴头盔文明出行，以实
际行动推动疫情防控和文明城市创
建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与此同时，一排排整齐的“蓝马
甲”活跃在镇域内各个人员聚集区
域，“厨都义警”的荧光标志格外醒
目。早晚交通高峰期间，“厨都义
警”会在各个路口协助交警疏导交

通，在学校门口护送孩子们过马路，
以实际行动守护一方百姓平安。“有
他们（志愿者）在，我们走到哪里都
觉得很安全、很踏实。”社区居民
李女士说。这支 50 余人组成的

“厨都义警”志愿服务队，多为本
地中小企业负责人，他们利用夜晚
空闲时间协助片区内民警执勤。

“虽然白天管理企业比较忙，但是
能够为镇上的孩子们提供力所能及
的服务，感觉很有成就感。”“厨都
义警”纪洪涛说。

今年以来，兴福镇以全力打造
“中国厨都·文明兴福”特色品牌
为引领，累计开展各类文明实践志
愿服务活动1600余次，实现了志
愿服务零死角、全覆盖、零距离，
真正做到志愿服务触手可及、处处
可见、人人可为、时时可享。同
时，通过不断丰富志愿服务内涵，
真正将文明实践外化为群众文明的
举止，内化为居民向善的动力，让

“中国厨都·文明兴福”的特色品
牌更有温度。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
刚 通讯员 曹卿平 报道）为深入推
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今年6月
以来，无棣县棣丰街道立足“服务两
区发展，棣造一流社区”定位，创新
开展以“倡树美德健康，弘扬文明新
风”为主题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十百
千”工程，在全街道新建10个文明
实践站，创建100个文明楼道，评选
1000个文明实践家庭站。

改造提升10个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本着规定动作做到位、自选
动作做出彩的原则，根据街道、社
区、小区和公共服务场所的功能、定

位以及群众需求，进行差异化外观
及功能设计，精心打造以广场红、运
动绿、工人蓝等不同色彩主题功能
的“我棣家”系列为民驿站3个，改
造提升馨泰、馨怡、棣州、馨安等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7个，打造一块红
色休息区、开通一条暖心热线、开展
一系列志愿服务、安排一批专员服
务，以此建立“四个一”制度，连点成
线、织线成面、提能升级，全力打造

“15分钟文明实践服务圈”，真正做
到服务群众“零距离”。

创建评选100个新时代文明楼
道。通过广泛组织宣传发动，积极
开展集中整治行动，着力改善人居
环境，按照洁净、文明、和谐等标准，
结合居民需求、楼幢特点，因地制宜
打造“家风家训文明楼道”“邻里和
谐文明楼道”“孝老爱亲文明楼道”
等，在城市社区评选出100个不同
类型的特色文明楼道。其中馨泰、

馨安、馨怡、棣州等文明实践站以文
明楼道为阵地，整合各小区资源，发
挥群众力量，积极开展“五为”志愿
服务活动，引导电影、图书、表演、宣
讲、人气等向文明楼道聚集，真正将

“小楼道”变成文明实践和基层善治
的“大阵地”。

评选1000个新时代文明实践
家庭站。在29个村、53个小区选取

“道德模范”“山东好人”“老党员”
“致富能手”“最美志愿者”等家庭建
设1000个文明实践家庭站。各村、
社区文明实践站依托家庭站，通过

“讲、传、评、帮、送”等形式，紧紧围
绕学习实践科学理论、宣传宣讲党
的政策、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丰富活跃文化生活、持续推进
移风易俗等内容，开展各具特色的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其中东河西
营村、中河西营村、河北村作为试点
村，广泛开展家庭文明实践活动，有

效激发了基层精神文明建设新活
力，真正做到了“群众在哪里、文明
实践就延伸到哪里”。

棣丰街道以文明实践创建为载
体，弘扬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倡树
文明新风，积极打造和谐幸福美丽
文明的新型文明实践村（居），小吴
家、小杨、小袁家、车家、王自友、银
王庙等村根据村庄面积较小、常住
人口较少的情况，因地制宜发展邻
里互助队伍，让文明实践志愿服务
实现精准化、便利化、常态化，以实
际行动传递温暖和文明。

下一步，棣丰街道将持续推进
新时代文明实践“十百千”工程，深
入实施全环境立德树人教育，以文
明实践创建为载体，弘扬传统文化
和传统美德，倡树文明新风，积极打
造和谐幸福美丽文明的新型文明实
践村（居），进一步推进新时代文明
实践工作走实走深。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田
中岳 通讯员 张国敏 宗雪 报道)
11月16日，滨城区彭李街道疫情
防控指挥部、综合行政执法中队、
市场监管所、派出所等相关单位部
门就疫情防控责任落实情况开展
联合督导检查。

督查组实地检查了辖区内农贸
市场、大型商超、药店等重要场所疫
情防控工作责任落实情况。重点检
查了农贸市场、大型商超、药店场所
码张贴、测温扫码、佩戴口罩等常态
化防控措施落实，以及从业人员落

实新的核酸检测频次要求等情况。
在检查中，督查组发现各经营场所
落实防疫相关规定的情况整体良
好，但也有少数经营场所存在不落
实疫情防控措施、相关从业人员不
按照要求参加核酸检测等情况，督
查组现场责令其停业限期整改。

下一步，彭李街道将持续加大
联合执法力度，对大型商超、农贸
市场、沿街店铺等重点场所以及重
点人员进行常态化督查，对防控不
力的商铺坚决挂牌整改，全力以赴
落实落细疫情防控各项责任措施。

彭李街道开展联合督查
严抓疫情防控责任落实

11月17日上午，沾化区大高
镇万家幼儿园开展了“聆听革命
故事 传承红色基因”主题教育活
动。

该园邀请了今年92岁高龄的
抗美援朝老战士范存会，与幼儿
园的老师学生分享了革命故事，
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表达对党和祖
国的无限热爱。

此次活动激发了师生爱党爱
国热情，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要继
承革命前辈的优良传统，为推动
社会发展和进步贡献自己的力
量。（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李
勇志 摄影）

滨州日报/滨州网沾化讯（通
讯员 刘朋伟 报道）自今年9月以
来，沾化区智慧车场建设、排水系
统改造升级、供暖改造提升等工程
陆续开工建设，30多处工地同时
施工，涉及供水主管线10条、供水
支线30余条以及进户线30余条。

为做好施工期间的供水安全
保障，沾化区自来水管理中心成立
了以经理为组长的专班工作组，按
照工程涉及的供水管网布局，安排
专人盯靠一线，与施工人员加强沟
通协作，标出管线位置，避免施工

人员在工作中损坏城区供水管线。
同时，强化应急管理，成立供水应
急抢修队，配备多辆抢修车和充足
的抢修设备材料，随时解决施工过
程中各种供水突发事件。截至目前，
全区未接到1起用水供水相关投诉，
未发生1起因施工造成的停水故障，
实现用水供水安全平稳有序。

下一步，沾化区自来水管理中
心将持续优化用水供水营商环境，
努力提升沾化供水效率、拼出沾化
供水速度、叫响沾化供水品牌，不断
提升居民用水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沾化区自来水管理中心
多措保障用水供水安全棣丰实施新时代文明实践“十百千”工程

打造“15分钟文明实践服务圈”，实现服务群众“零距离”

聆听革命故事聆听革命故事
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

滨州日报/滨州网沾化讯（通
讯员 隆鸿国 宋金路 报道）近日，
沾化下洼学区在张家小学、幼儿园
组织开展了“幼小衔接，我们在行
动”现场交流活动。

整个活动主题突出、组织有
序，现场气氛活跃，参加活动的全体人

员进行了现场观摩和座谈交流，为幼小
衔接工作的推进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下一步，下洼学区将进一步完
善推广幼儿园、小学、家庭三方一
体共育等优秀做法，做到“精准衔
接、有效衔接”，确保“幼小衔接”工
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下洼学区组织开展
幼小衔接现场交流活动

今年以来，博兴县兴福镇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1600余次，以“红马
甲+蓝马甲”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

全力打造“中国厨都·文明兴福”特色品牌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张
旭 李林 张子强 报道）近年来，惠
民县多措并举，积极稳定植棉面
积、增加植棉效益，推动棉花产业
取得了高质量发展。

近日，在惠民县孙武街道鲁优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育种基地内，
40多亩棉花长势良好，一朵朵洁白
的棉花铺满种植基地，该公司经理
隋玉君正指挥着工人采收新棉。“我
们始终把科技植棉、智慧植棉作为
第一位。”隋玉君介绍，育种基地内，
通过配方施肥、一次性追肥等措施，
简化栽培技术，今年棉花长势良好，
产量好于往年，“今年种植了创鲁1
号、鲁棉研37号等棉花品种，相对
比其他品种，结铃性强，抗病性好，

亩产250公斤左右。”
近年来，惠民县大力推广棉纤

维强度和长度“双 29”以上品
种，统一供种面积3.8万亩，改变
了过去棉花品种混杂、品质低端的
问题，既缩减了植棉投入，又提高
了棉花整体竞争力。同时，该县邀
请国内知名棉花专家为棉农授课，
开阔棉农思路，提高棉农植棉技
术，鼓励农户和合作社积极探索创
新棉花大豆、棉花花生、棉花红薯
套种等更高效的种植模式。

此外，为推进棉花绿色生产，
惠民县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
大力推广棉田社会化服务，组织开
展棉田病虫害统防统治、棉田秸秆
还田、棉田深耕服务。“今年惠民

县棉田病虫害统防统治3.75万亩，
大大减少了人工成本，提高了防控
效率，促进了农药减量增效。”惠
民县农业农村局棉技站站长韩文风
介绍。

记者看到，在棉花地里，除了
正在采收棉花的棉农，还有来自人
保财险惠民支公司农险部的业务人
员。他们正在进行实地验标，通过
地图测绘等手段查看投保面积与实
际种植面积是否相符，并由被保险
人签字确认。该公司业务员孟庆涛
介绍，棉花期货价格保险是基于棉
花期货价格开发的一款保险产品，
将棉农种棉面临价格波动风险分散
到期货市场中。“每亩保额 1140
元，如果在保险期间棉花结算价格

低于每亩目标价格，再由保险公司
赔付差价，以保障棉农收益。”孟
庆涛介绍。

“棉花目标价格保险，是运用
保险机制，保障棉农的收益，同
时，也能稳定棉花产业的结构，这
也是我们棉花产业首次运用金融机
制对棉花产业做的一次支持和调
整。”韩文风介绍，下一步，惠民
县将继续提升棉花品质，推广优质
棉种，增强棉花竞争力，持续推进
社会化服务，减少植棉成本，真正
做到节能增效。同时，加强和科研
院所的交流和合作，加强技术指
导，全面提升植棉质量，探索和发
展多种地套种等种植模式，推进棉
花产业持续平稳和高质量发展。

培育引进优质棉种 持续做好科技帮扶

惠民县扎实推动棉花产业高质量发展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李
淑霞 通讯员 李裕如 报道） 11月
18日一大早，邹平市临池镇北山
村环卫工徐德会骑上电动三轮车，
挨家挨户收集垃圾的同时，向村民
宣传垃圾分类知识。

“‘撤桶并点’后，过去分散
的垃圾桶合并放置在专门的点位，
垃圾收集车每天上午、下午各一次
上门收垃圾，大大方便了村民，街
道也更干净了。”北山村党支部书
记高英博表示，过去村内垃圾桶分

散，每到夏季都会有村民反映垃圾
桶离自己家太近，气味及蚊蝇令人
难以忍受。

为美化村庄环境，深入推进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临池镇在黄
山管理区9个村庄进行“撤桶并
点”试点。为确保试点成效，临池
镇组织管理区书记、各村党支部书
记，围绕垃圾分类亭选址、建设布
置以及垃圾桶颜色选择、排布等多
次进行会商讨论，并积极借鉴其他
镇街成功经验，多措并举提升垃圾

分类精准度。
临池镇投资12万元，配备9辆

垃圾集中运输车，设立9个垃圾分
类亭，更换114个坏、旧垃圾桶，
并将蓝、绿、红、灰四种颜色的垃
圾桶进行功能划分，剩余垃圾桶则
集中至村庄四角，以此确保管理区
内环卫设施整洁、规范运转。

据了解，“撤桶并点”通过统
一收集垃圾、集中垃圾桶、设立垃
圾亭、注明分类标准等方式引导群
众进行垃圾分类，撤除了大量分散

的垃圾桶，合并放置在专门点位，
实现了垃圾分类精准投放、集中管
理，有助于引导群众养成垃圾分
类、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

下一步，临池镇将持续强化垃
圾分类宣传与引导，充分发挥“撤
桶并点”项目优势，通过发放宣传
单页、开展培训会等多种方式深入
宣传垃圾分类及“撤桶并点”小知
识，不断增强群众环保意识，引导
居民主动按照标识进行垃圾分类，
助力镇容村貌展“新颜”。

“撤桶并点”走实 “垃圾分类”走心
临池镇投资12万元，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助力镇容村貌展“新颜”

连日来，在邹平市韩店镇韩店
村高标准农田里，几台大型指针式
喷灌机正在对麦田进行喷灌作业。

近年来，韩店镇大力推广高效
节水灌溉技术，通过利用大型指针

式喷灌机，进一步提高水资源利用
效率，真正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
变，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霍广
摄影）

无棣县第二初级中学
加快助推青年教师成长

联系电话：3186726 18563092198(微信同步)遗失声明

王东梅丢失滨城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于2018年1月22日
颁 发 的 ( 临 床 内 科 专 业）医 师 执 业 证 书 ，编 号 ：
210371602000245，特此声明。

韩长龙（身份证号：372324198309062437）、孙振兰(身
份证号：372324197804172428)丢失滨州亿源置业有限公
司于2020年6月2日开具的长江观邸(4-10-02)购房收据贰
张：①编号：8312847，金额10000元；②编号：8312851，金额
179621元，声明作废。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全文的网络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
s/1ebs9CaFiNSerYhL1xatofg

提取码：u4cr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

径：在山东赢新化工有限公司环保
科办公室内提供纸质报告书，供公
众查阅。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在厂址周边东寨子、西寨子、西

石家、罗家堡等敏感点及评价范围内
的其他单位、组织。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

xxgk2018/xxgk/xxgk01/

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任何单位或个人若有意见或建

议，可通过信函或电子邮件与建设单
位联系。

地址：山东赢新化工有限公司
（收）

邮箱：1694504547@qq.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可在本项目公示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向建设单位提出宝
贵意见。

公示发布单位：
山东赢新化工有限公司
公示发布时间：
2022年11月7日

山东赢新化工有限公司绿色化工延伸产业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征求意见稿公示

滨州日报/滨州网无棣讯（通
讯员 许洪敏 报道）近日，无棣县第
二初级中学召开了青年教师座谈
会，从“勤、学、法”等方面对青年教
师提出新的希望和要求，鼓励青年
教师要有职业理想，明确努力方
向，多向优秀教师学习，加快成长
步伐。

据了解，近日，该校还开展

了青年教师赛课活动，通过青年
教师上展示课、汇报课等，引导
帮助青年教师加快成长进步，并
形成自己的教学特色。同时，该
校举行了“礼赞二十大·永远跟
党走·奋进新征程”青年党员教
师诗歌朗诵、千人大合唱等活
动，进一步丰富了青年教师的课
余文化生活。

大型指针式喷灌机
助力高标准农田灌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