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栏的话

黄河，在滨州境内蜿蜒144公里，连缀着15个镇街，自西向东勾勒
出一幅色彩斑斓的生态美丽画卷。为全面贯彻落实黄河国家重大战
略，用心用情讲好滨州黄河故事，即日起，本报推出“滨州沿黄乡镇”栏
目，重点书写每个沿黄镇街的风土人情、发展故事，进一步丰富滨州黄
河文化内涵，助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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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田
中岳 通讯员 王福伟 报道）今年以
来，沾化区委编办不断提升机构编
制管理精细化水平，做到编制信息
数字化、日常管理科学化、制度管
理法治化，推动机构编制工作高质
量发展。

科学运用“一个平台”。依托
机构编制实名制综合管理信息平
台，全面梳理实名制信息，坚持“用
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对全区党
政群机关及事业单位开展全口径、
全覆盖机构编制核实工作，维护完
善系统，补全信息台账，录入人员
照片，实现对机构编制信息的全面
统计。

建立健全“两本台账”。建立
机构编制总量台账，分类统计编
制、人员、领导职数和机构个数总
量，对党政群机关及事业单位机构
编制历史沿革、机构名称、规格等

信息进行完善。建立机构编制问
题整改台账，将发现的机构编制违
规问题列入整改台账，实行一事一
账、动态更新、定期对账；明确整改
措施、整改时限、整改责任人，确保
及时验收销号。

严格落实制度规定。深入学
习贯彻《中国共产党机构编制工作
条例》，组织开展《条例》学习研讨
及培训10余场次，重点理清把握
《条例》规定的机构编制事项动议、
论证、审议决定、组织实施各环节
要求。严格执行《区委编委工作规
则》《区委编办工作细则》等配套制
度，规范机构编制工作执行程序，
严把“审核关”。强化监督问责，将
机构编制工作监督检查纳入巡视
巡察、党委督促检查、选人用人专
项检查、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
任审计等各项监督工作，形成监督
合力。

11月20日是世界儿童日，
邹平市黛溪街道举办了“儿童
友好社区亲子阅读分享”主题
活动。

该街道志愿者指导辖区少
年儿童认真阅读了《习近平讲
故事（少年版）》《半小时漫画中
国史》等书籍，陪伴孩子们度过
了快乐、有意义的一天。

下一步，该街道将继续充
分利用社区活动阵地，搭建起
社会、家庭持续关爱少年儿童
成长的平台，激发孩子们发展
潜能，助力孩子们健康快乐成
长。（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田
中岳 通讯员 张连仲 摄影）

初冬时节，漫步在高新区小营
街道，从十里沿黄生态廊道到龙江
湿地万亩森林，处处描绘着自然天
成的绮丽画卷；从美丽乡村风景如
画到文旅康养产业高地，时时彰显
着宜居宜业的蓬勃朝气；从黄河滩
区迁建安居工程到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项目，事事擦亮了人民至上的初
心本色。

近年来，小营街道扛起使命担
当，积极主动作为，全面做好生态保
护、宜居宜业、风险防范“三篇文
章”，在践行黄河国家战略的生动实
践中谱写出浓墨重彩的新篇章。

做好生态保护文章
美丽画卷徐徐展开
近日，笔者走进小营街道后陈

村村民陈汝国家中，厨房排放的生
活污水正通过污水管道哗哗地流向
院墙外的污水沉淀池，污水经沉淀
后再汇入村庄污水管网中。“以前，
污水都倒在外头，有些直接泼到大
街上，污染了环境。现在好了，污水
直接通过管道流走了，既方便又干
净。”陈汝国说。

今年以来，小营街道统筹谋划、
分类施策，突出重点、注重实效，在
后陈、董桥等8个村先行试点后，以
点带面，扎实推进20个村的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工作。同时，该街道建
立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长效管护机
制，安排专人进行管护，定期查看污
水管网运行状况，保障污水管道畅
通、污水清运及时，构建起覆盖全
面、标准科学、运行规范、监督有效
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体系。

这是小营街道推进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的一个缩影。该街道牢固树
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持续打好蓝天保卫战，释放“生
态红利”，龙江湿地万亩森林极其壮
观，湿地波光潋滟、鹭鸟翔集，为守
护城市的“绿色之肺”筑牢生态屏
障；持续打好碧水保卫战，全面落实
河长制、湖长制，将河湖管理融入

“全科大网格”，形成全覆盖、齐动
员、常态化的工作新格局；持续打好
净土保卫战，扎实有序推进秸秆禁
烧、扬尘治理等各项工作，常态化开
展路域和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
实现农村通户道路硬化和清洁取暖
全覆盖。

做好宜居兴业文章
美好生活共建共享
笔者走进黄河滩区脱贫迁建安

置小区黄河馨苑，绿草茵茵，道路整
洁，水电暖和健身器材等基础设施

齐全，孩子们在广场上嬉戏玩耍，老
人们聚在一起聊着家常，小区内热
闹非凡。“现在生活便利了，上下楼
坐电梯，出了小区门就有公交车，老
年人还免费坐。”谈及搬迁后的生
活，刘汤村村民刘会泉老人脸上洋
溢着满足的笑容。

该街道在破解黄河滩区发展之
困上步履坚实，在中心城区黄金地
块打造黄河滩区迁建小高层安置小
区，黄河滩区5个村2139名群众一
步进入城中心。滩区各村开展党支
部领办合作社，有序推进土地流转，
对拆除后的老村盘进行复耕。分门
别类、分期分批聘请专家对黄河滩
区5个村劳动力进行创业就业、种
植技能提升、家政服务等培训，村集
体和滩区群众实现双增收。

小营街道依托黄河资源禀赋，
发挥文旅发展优势，带动黄河流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围绕“百年渡口、
红色道旭”，建设黄河主题文化公
园，依托黄河风光、麻家滩湿地等生
态景色，打造“自然风光+黄河文
化+慢生活”沿黄生态廊道。依托
愉悦居家世博馆、黄河谣健康城等
工业旅游项目，成立黄河谣旅游联
盟，打造以文旅康养为核心的文旅
基地。探索打造“农旅融合”生态农
业综合体，黄河谣植物园一期项目
20座日光温室完成建设。

做好风险防范文章
黄河安澜长久守护
2021年秋天，滨州黄河迎来最

大流量秋汛。位于小营街道刘汤村
的一段生产堤，由于道路狭窄，现场
情况复杂，土方用机械转运困难，为
了及时对该处生产堤进行加固，小
营街道43名党员紧急赶往现场，通
过人工搬运筑就一条运输通道，将装
满泥土的沙袋搬运到黄河堤坝边。
43名防汛人员往返搬运了800余个
沙袋，筑起一道200米的安全堤。

近年来，小营街道在黄河治理
上全面发力，建立完善防汛指挥体
系，成立防汛防台风应急救援（抢
险）分队，提高应急救援能力。着力
建章立制，完善防汛防台风应急预
案，开展专项学习和应急演练，提高
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的能力。强
化应急救援保障能力，完成道旭、蒲
河、小营新村应急救援站物资配备、
队伍建设等工作，在龙城社区11个
物业小区开展消防防汛应急演练。
加强汛前风险排查整治，对辖区内
12条干支渠、69个村居排水沟进行
全面勘查并完成清淤，补齐防洪设
施短板，整修加固滩区生产堤坝，及
早消除隐患。

下一步，小营街道将咬定目标、
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久久为功，奋
力争当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的排头兵，以实际行动让“幸福
之河”的“小营乐章”在大河之畔久
久回响。

小营街道做好“三篇文章”守护黄河安澜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周小燕 邱季璇

沿黄乡村环境优美、绿树成荫。

阅读点亮儿童多彩生活阅读点亮儿童多彩生活

沾化区委编办“三项举措”
加强机构编制精细化管理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田中
岳 通讯员 韩俊芳 张雪伟 报道）残
疾人评定工作是帮助残疾人享受政
策帮扶的重要举措。为做好今年残
疾人群体残疾评定工作，11月19日
至20日，滨城区残疾人联合会在阳
光医院为全区残疾人群体进行了一
次高效、便捷的残疾人集中评定工
作，实现残疾人评定工作扎实有效
开展。

全面摸查，合理安排，让群众安
心。残疾评定是认定残疾人残疾类
别、等级和核发残疾人证的重要环
节，事关残疾人的切身利益。滨城
区残疾人联合会在做好常态化疫情
防控工作的同时，全面摸清预约评

残人员的数量、申请残疾的类别，及
时对接相关部门，制订评残工作方
案和应急预案。根据疫情防控要
求，现场设置指示牌、地贴等，对评
残室、等候区、排号区等场所进行全
面清洁消毒。采取错时、分流等措
施，保证评残工作有序开展。

优质服务，温馨高效，让群众暖
心。滨城区残疾人联合会根据预约
安排，制定了残疾评定工作须知，乡
镇（街道）残联工作人员从细节入
手，通过微信、短信、电话等形式全
力做好人员统计和宣传工作，提醒
评残对象及陪同人员注意事项。评
残医生与残疾群众及家属面对面交
流，通过询问致残原因、查阅病历资

料、检查残疾体征等方式，严格按照
评定标准，认真细致地开展残疾评
定；对于不符合评定标准的，进行耐
心解释，打消群众顾虑。工作人员
加强现场引导，提醒群众保持距离、
即评即走，避免人员聚集。本次评
定活动，还得到了星火公益的大力
支持，在工作人员和星火公益志愿
者的共同努力下，既维持好了现场
秩序，又为群众提供了贴心服务。
此次现场参评残疾人共有445人，
其中到期换证168人。

抢抓时间，积极作为，让群众省
心。受疫情影响，为让评残人员尽
快办到残疾人证，及时享受到各项
惠残政策，本次特聘请外县专家医

生进行残疾评定。滨城区在有序恢
复每月1次集中残疾评定的同时，
通过加开专场，增加评定次数，有效
缓冲评定工作量。今年5月至9月，
共组织3次集中残疾评定，累计为
1704名残疾人提供了评残服务。
工作人员将加班加点完成评残后续
工作，加快残疾人证办理工作进度，
确保在最短时间内残疾人证“应办
尽办”。

下一步，滨城区残疾人联合会
将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进一步提
高服务能力，优化评残流程，做好残
疾人证办理便利化服务，着力提升
残疾人群众满意度，扎实推进残疾
人基本民生保障各项工作。

滨城区高效有序开展残疾人评定工作
通过聘请外县区专家医生，完成残疾人评定445人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董锋
磊 通讯员 李晓伟 李蓓蓓 报道）“争
上游答题既考验知识量，又考验反
应能力，通过和大家一起练习，这次
我总算两局全胜，拿了满分。”邹平
市明集镇曹家坪村党员张嘎高兴地
说。现在，每天在“学习强国”学习
已成为他的生活习惯，但总是到了
挑战答题环节就力不从心，通过在
村里线下践学空间学习，张嘎的答
题水平有了很大提升。

曹家坪村“学习强国”线下践学

空间是明集镇打造的首个社区“学
习强国”线下践学空间，为群众“学
习强国”线下学习提供了集中交流
阵地。来到践学空间，环境整洁，学
习氛围浓厚，还配备了党建、文史等
各类书籍供学员交流学习。

今年以来，邹平市不断创新举
措，倡导快乐学习、愉悦分享新理
念，通过打造“学习强国”线下践学
空间，打通基层党员干部群众学习
的“最后一公里”。

在线下践学空间，家长与孩子

共同在手机上通过“学习强国”学习
平台浏览时事新闻资讯，既培养了
爱国情怀，又拓展了科学知识，还增
进了彼此的感情。书法爱好者王建
华打开“学习强国”App，跟着书法
课程练习书法，挥毫泼墨，书法技艺
日渐提升。

74岁的张安杰是一名有着46
年党龄、十分热爱学习的老党员。
自从注册“学习强国”平台，他养成
了记笔记的好习惯。每每碰到觉得
有用的知识，张安杰就会拿出笔记

本，记录下来。“‘学习强国’丰富了
我的生活。”张安杰说。

为充分发挥“学习强国”平台
作用，邹平市利用践学空间设施优
势，深入开发空间功能，举办学习
比赛、学习达人评选、积分兑换等
实践性强的线下学习活动，营造
比、学、赶、超浓厚学习氛围，让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成为党员干
部群众自我提升的“加油站”，使

“学习强国”线下践学空间成为学
习实践新时代新思想的全新阵地。

邹平市创新打造“学习强国”线下践学空间
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线下学习活动，营造比、学、赶、超浓厚学习氛围

11 月 19 日上午，滨州实验学
校 2019 级 8 班学生在老师的带领
下，走进市消防支队特勤站参观学
习。

消防员首先带领学生们参观
了消防车以及各类消防装备，详细
介绍了消防车及消防装备的用途
和使用方法，向学生们讲解了火灾
预防、火场逃生等相关知识和技
巧，并耐心解答了同学们的提问。

随后，消防员现场演示了用灭火器
灭火的操作流程，还带领学生们参
观了消防员宿舍，让学生们“零距
离”感受消防队员的优良作风。

此次活动，让学生们更加深刻
地了解了消防知识和消防安全的
重要性，进一步提升了全体学生的
消防安全意识。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王文秀
摄影）

走进消防支队
学习消防知识

滨州日报/滨州网无棣讯（通
讯员 李永新 张秀文 报道）为进一
步落实“双新”政策，稳固提升教学
常规工作质量，近日，棣州希贤学
校召开教学常规活动月总结会议。

该校围绕“双新”工作实践开
展和教研赋能落实情况，结合学校
教学常规活动月工作进行总结，进

一步梳理集体备课、高效课堂、作
业革命三个方面工作流程，并针对
开齐课程、开足课时及“青蓝工程”
等工作进行安排。

该校各教研备课组长纷纷表
示，将在教学工作中努力提升自身
素质与管理水平，积极引导和助力
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棣州希贤学校：

抓好教学常规工作
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联系电话：3186726 18563092198(微信同步)遗失声明

滨 州 市 滨 城 区 休 闲 农 业
与 乡 村 旅 游 协 会 ( 社 会 组 织
名 称 ) ( 统 一 社 会 信用代码:
51371602MJF000090T)，经第4届1
次会员(代表)大会表决同意，决定向
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
权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
会清算组申请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

材料。请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向清
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清算组地址:滨州市渤海五路
506号，联系人:尚胜龙，联系电话:
15550600026。

滨州市滨城区休闲农业与乡村
旅游协会

2022年11月22日

清算公告

滨州市古拉加斯商贸有限公司公章丢失，编号：
3723013070556，声明作废，且寻回后不再使用。

滨州黄河建筑安装工程处破产
清算一案于2020年12月4日召开
了第一次债权人会议，2021年4月7
日召开了第二次债权人会议。

第二次债权人会议之后，管理
人对破产财产进行了进一步的清
理，尤其是诉讼追缴出资一案，业经
一审、二审尽职尽责的代理，现已结
案，全部款项、诉讼费已执行到位。
为了及时向各位债权人报告工作，
实现债权人权益，特召开第三次债
权人会议。

因当前疫情原因，导致不能现
场召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
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一条规定，
管理人报请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
意，决定采取网络会议方式召开本
次债权人会议。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2 年 12
月8日上午9时

二、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会议(钉
钉群会议)

三、会议召集人:债权人会议主
席滨州鼎兴工程有限公司

四、参加本次债权人会议人员:
已申报债权的债权人、债务人

企业法定代表人田洪臣、债务人企
业职工代表、管理人代表、审计机
构、评估机构

五、会议内容:
1.管理人作职务执行报告;
2.核查尚未提交此前债权人会

议核查的债权;
3.管理人作财产状况报告;
4.表决通过《破产财产分配方

案》。
六、会议要求:
1.请各位债权人按照本通知会

议时间准时钉钉群参会。
2.债权人如有更换被委托人出

席本次会议的，提交授权委托书及
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委托手续应列明代理权限。

特此通知。

滨州黄河建筑安装工程处管理人
2022年11月17日

附:
管理人地址:山东省滨州市滨城

区黄河四路 532 号中百大厦五楼
529 室

联系方式:王律师15054308933
邓律师18654307360

滨州黄河建筑安装工程处
破产清算一案第三次债权人会议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