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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阳信讯（通
讯员 李新秀 闫佳敏 报道）“您好，
我是阳信县政务服务大厅群众满
意度回访中心回访员，目前正在进
行群众满意度回访工作，请问您在
办理业务过程中，对窗口工作人员
的服务态度满意吗？您对我们的
政务服务工作还有什么意见和建
议？”近日，阳信县政务服务大厅群
众满意度回访中心回访员面向群
众进行电话回访，倾听并收集群众
对政务服务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近日，阳信县政务服务群众满
意度回访中心试运行，组织回访员

对办件服务开展回访工作，调查企
业、群众对政务服务工作的满意
度，对群众反馈的每一条意见和建
议都认真记录、建立台账、限期整
改，切实解决好企业、群众的“急难
愁盼”问题。

截至目前，该中心已完成首批
330 人 次 电 话 回 访 ，满 意 率
100%。下一步，阳信县行政审批
服务局将持续完善群众满意度回
访机制，积极落实上级关于政务服
务工作要求，树牢服务意识，转变
工作作风，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
平。

阳信群众满意度
回访中心试运行

滨州日报/滨州网沾化讯（通
讯员 徐佳芮 报道）“党的二十大
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
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
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
我们公司全体员工将深入学习并
深刻领悟党的二十大报告的精神
实质、核心要义，为沾化高质量
发展贡献力量。”市人大代表、山
东巨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杨克泉说。

连日来，沾化区富源街道人大
工委积极组织市、区两级人大代
表，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学习
活动，切实增强代表们的政治责任

感和履职使命感。代表们先后学习
了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领会党的
二十大精神内涵，代表们一致表
示，要在今后的工作与生活中，根
据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新观点、新思
想、新要求，在本职岗位上履职尽
责、砥砺奋进，全面展现新时代人
大代表新风采。

下一步，富源街道人大工委将
全面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把
党的二十大报告各项工作要求真
正落实到街道经济社会发展全过
程全领域，自觉践行全过程人民民
主，勇毅前行，笃行不怠，奋力谱写
街道人大工作新篇章。

富源街道人大工委
组织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

滨州日报/滨州网开发区讯
（通讯员 刘松 兰智辉 王梅 报道）
11月22日，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投资促进局“四水四定强引领，五
水并举谋发展”解放思想大讨论领
导小组办公室全体人员到滨开黄河
河务局考察学习，进一步提升思想
认识，凝聚工作合力。

据了解，开展此次考察学习活
动，旨在贯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全
力推动“四水四定强引领，五水并举
谋发展”解放思想大讨论落实落细。

在滨开河务局，大家现场参观
了具有浓郁治黄色彩的文化展厅，
通过瞻仰一件件治黄老物件、工器
具，重温了一代代黄河人管河、护
河、治河的生动故事，一幅幅黄河
流域照片展现了沿黄生态保护的壮
丽风景，特别是滨开河务局以党建

为引领，凝聚在黄河党建品牌为中
心的党员干部，坚守岗位、默默无
闻，巡河护河、防汛抢险，保护传承
弘扬黄河文化，为地区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在张肖
堂险工，大家看到滔滔黄河奔流不
止，更懂得保护好黄河的重要意义。

当前，在更高水平富强滨州建
设过程中，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坚
持“四水四定”，不断解放思想、

转变观念，增强科学用水意识，推
进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助力地区
高质量发展。下一步，开发区将聚
焦招商引资、服务发展的主责主
业，以项目招引落地为抓手，深化

“四水四定强引领，五水并举谋发
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成果，为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
稳步实施提供可持续的创新力和新
动能。

解放思想聚合力 科学用水促发展
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促进局“四水四定强引领，五水并举谋发展”解放思想大

讨论领导小组办公室全体人员到滨开河务局考察学习

近年来，邹平市台子镇紧抓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
战略机遇，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立
足自身、协同推进，加快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步伐，全力打造现代化富
强文明新台子，一幅“绿富美”生态
画卷正徐徐展开。

生态优先，凸显特色
“目前，黄河郊野公园基础建设

部分已基本完工。下一步，将进入
工程审计及维护阶段，公园建成将
进一步满足台子居民踏青郊游、休
闲娱乐的需要。”台子镇林业站站长
释学波介绍说。黄河郊野公园是滨
州市沿黄生态廊道台子段重点工
程，位于234省道与黄河大堤交叉
路口东侧淤背区。今年以来，台子
镇积极引资690余万元，实施重点
工程攻坚，以自然、朴拙、野趣为特
色，突出“以林为体、郊野休闲”的理
念，选取黄河岸边防汛砌石元素，建
造人行道、游览步道、瞭望台等景观
设施，让黄河郊野公园成为台子沿
黄生态廊道上的又一精品生态旅游
地标。

“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
理。”台子镇坚持生态保护优先，以
实施黄河淤背区绿化提升工程为抓
手，全面提升林带标准质量和景观
效果。今年以来，台子镇积极与黄
河河务局合作，种植防浪林50余
亩，争取上级资金110余万元，种植
红枫林 35亩、近 1500 株，各类银
杏、龙柏柱、木槿等苗木交相辉映，
形成“树种多、景观美、功能强、效益
高”的黄河生态廊道。

文旅融合，全面振兴
“今年以来，我们持续对齐东古

城遗址黄河文化园进行改造升级，
投资30余万元建设游客服务中心
以及2000余平方米的停车场，还设
置分类垃圾桶15个；投资7万余元
打造‘黄河’微景观，力求把公园打
造成为民生工程、精品工程，进一步
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台子镇新齐东
城乡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王淋
锋说。与此同时，公园还新增了“爱
在黄河边”等网红打卡地标，并成功
创建国家3A级旅游景区，全面展现
黄河风景区的独特魅力。

台子镇深度挖掘黄河文化的厚
重、齐东文化的遗韵、红色文化的滋
养，确定“文化引领、旅游带动”的发
展思路，以“讲好黄河故事、传承齐
东文化、锻造红色队伍”为主题，依
托齐东古城遗址公园，打造“齐东红
韵”党性教育基地，先后组织全体机
关干部、72个村党支部书记到党性
教育基地参观学习、淬炼党性，45

家市直部门单位组织开展主题党日
活动，20余个团队超2000余人次
的团建活动在此举办。

“目前，哆咪屋基地建设项目正
在有序推进，今年以来，已投资30
余万元对周边道路进行改造提升，
配套路沿石、标识牌等，投资16万
元安装空调80台，并对120间房屋
进行装修完善，包括外部墙体彩绘、
内部电路维护及设施安装等。”王淋
锋说。台子镇将哆咪屋基地建设与
沿黄文旅有机结合，全力打造沿黄
特色研学游宿营基地，发挥黄河文
化的时代育人价值，联合邹平市妇
联、邹平市民政局共同建设特色鲜
明、实效性强的“美·遇”儿童之家服
务阵地，叫响“黄河岸边、福地台子”
沿黄旅游品牌。

美丽乡村，宜居宜业
近年来，台子镇以“改善人居环

境、增进民生福祉、提升台子形象”
为目标，深入推动路域和农村人居
环境综合整治，积极落实垃圾分类

“一十百千”创建活动精神，打造“绳
刘村-刘先生村”垃圾分类示范片
区，在镇驻地，已更换分类垃圾桶
240个，村庄修整更换破损垃圾桶
400余个，投资30万元完成齐东六
路亮化提升工程。同时，台子镇深
挖传统文化资源，新增4项邹平市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各村建设乡村
复兴少年宫，着力开展“耕读联盟”、
戏曲文化下乡及书法摄影等活动
10余次，常态化开展“微光”志愿服
务活动50余次，真正将“民意”变

“满意”。

高效农业，增收致富
“国家对农村的帮扶政策一年

比一年好，特别是实施高标准农田
后，水渠修到田间地头，机耕道比以
前更平更宽了，土地也更肥沃了，真
是耕地变良田啊。”村民张大爷高兴
地说。

据了解，台子镇6.14万亩高标
准农田建设项目涉及辖区56个村，
总投资9900余万元，围绕现代农业
经营体系建设，该镇积极推进土地
适度规模经营，流转土地达6.7万
亩，种植工艺、效率得到全面提升，
增产增收效益显著。

在稳定粮食产能的基础上，台
子镇坚持绿色兴农、品牌强农，积极
发展高效生态农业，无花果、黄河水
稻、浅水藕、牛蒡、食用菌等特色农
业种植达1万余亩。成功打造“黄
河”“尚志”两大无花果省级精品采
摘园，形成无花果深加工完整产业
链。在黄河大堤南侧淤背区建成十
公里水果长廊，种植冰葡萄、水蜜
桃、黄金梨等特色水果，年产值实现
2000余万元，探索稻虾混养、藕虾
混养模式，同时开发农家乐、休闲采
摘、体验观光等多种功能，助力沿黄
生态产业健康发展。

台子镇坚持生态优先，发展绿色高效农业，实现文旅互促融合

叫响“黄河岸边、福地台子”特色品牌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王立文

初冬时节，无棣县海丰街
道徐庙村“康芝源”高效农业示
范基地的大棚西瓜喜获丰收，
亩产2000公斤左右，并以每公
斤9元至10元的价格提前被订
购一空。

近年来，该村在“一村一
品”政策的激励下，已成功建设
高标准大棚16个，“大棚经济+
现代特色农业”挺起了该村产
业发展的“脊梁”，真正实现村
集体和农民“双增收”。（滨州日
报/滨州网通讯员 高士东 摄
影）

大棚西瓜
喜获丰收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田中
岳 通讯员 孙培姣 王福伟 报道）近
年来，沾化区委编办始终把学习贯
彻《中国共产党机构编制工作条例》
（以下称《条例》）作为一项重要政治
任务，坚持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原
则，在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上下功
夫，全力推动机构编制工作迈上新
台阶。

思想认识上再提高。将《条例》
列入区委编委会议学习内容，结合

党史学习教育，组织编办干部职工
专题学习研讨6次，通过原文研读、
知识测试等多种形式，深刻领会《条
例》出台的背景、意义、内容主旨、核
心要义，引领规范机构编制各项工
作。同时，将《条例》纳入干部培训计
划和教学内容，推动各级领导干部学
习《条例》、遵守《条例》、维护《条例》。

工作措施上再强化。年初，根据
空编情况和用编需求，对年度公务
员招录、事业人员招聘、人才引进、

政策性安置等各类用编计划进行精
准研判，确保财政供养人员“只减不
增”。强化机构编制严审慎批机制，
加强对机关事业单位机构编制事项
前置审批，不在限额外设置机构，领
导职数、机构规格、编制数严格执行
部门“三定”规定。优化编制资源配
置，制定出台事业单位周转编制使
用办法，将收回的空余编制统筹调
配到重点工作、中心工作部门和卫
生、教育等民生重点领域，实现编制

资源效益最大化。
责任压实上再加力。始终加强

与区纪委监委、组织、人社、财政、审
计部门联动，将机构编制工作情况
和纪律要求执行情况纳入监督范
围。结合机构编制督查评估工作，随
机抽取37家机关和事业单位贯彻
落实《条例》情况进行督查评估，现
场指出问题、现场督促整改，有力推
动《条例》各项规定落到实处、见到
实效。

坚持把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机构编制工作条例》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沾化区委编办“三项举措”加强机构编制管理

全力做好沿黄绿化提升工程全力做好沿黄绿化提升工程，，打造黄河生态廊道打造黄河生态廊道。。

联系电话：3186726 18563092198(微信同步)遗失声明

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棚户区改造建设工程指挥部银行开户
许可证正本丢失，核准号:J4660000150801,特此声明。

滨州市中心医院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医院建设项目
部银行开户许可证正本丢失，核准号:J4660000142701,特
此声明。

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银行开户许可证副本
丢失，核准号:J4660002227802,特此声明。

阳信长泓商贸有限公司银行开户许可证丢失，核准号：
J663000275701，特此声明。

滨州市胜利油田华滨实业有限公司丢失若干车辆道路运输
证,名单如下:

一、鲁M07126（黄牌）,证号:371600706148;
二、鲁MA6522（黄牌）,证号:371600706124;
三、鲁MA6537（黄牌）,证号:371600706138;
四、鲁MA6560（黄牌）,证号:371600706130;
五、鲁MA6585（黄牌）,证号:371600706104。
特此公告,声明作废。

2022年11月25日

公 告

近日，沾化区大高镇实验学校
组织全体党员到大高镇党员教育基
地，开展“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研
学实践，重温入党誓词”主题活动。

该校党员纷纷表示，要深入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从红
色记忆中汲取奋进力量，以实际行
动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郭
彬 摄影）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
向春 通讯员 刘晓萍 报道） 11月
22日，滨城区全环境立德树人家
庭教育宣讲活动走进实验小学。
此次宣讲聘请杨国芹老师，举办
了以“家风智慧 教养有方”为主
题的家庭教育讲座，有60多位家
长参与活动。

杨国芹向家长们分享了自己

好家风的故事，并就如何传承好
家风作了详细阐述，指导家长们
进一步恪守家庭责任、履行家庭
义务、懂得倾听孩子心声、学会
赏识孩子能力，通过良好的沟通
交流，开启孩子内心世界，努力
培养孩子成为有爱心、有责任、
懂感恩的人。

本次宣讲活动多角度、深层
次地阐述了家庭、家风、家教的
重要性，让更多家长认识到教育
孩子是家长最重要的事业，进一
步提高了家长们家庭教育能力。

滨城区全环境立德树人
家庭教育宣讲走进实验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