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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Binzhou Daily2

政协提案是政协委员和参加政协
的各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政协各专门
委员会履行政协职能最广泛、最直接、
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是协助党委、政府
和有关部门实现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
重要渠道。为深入贯彻落实十九大精
神，做好市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的提案
征集工作，使提案更加广泛地关注民
声、反映民意、汇集民智、服务发展，自
即日起，面向社会集中征集提案线索。
热忱欢迎社会各界人士就我市改革发
展和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提供
有情况、有分析、有建议的提案线索。

一、提供提案线索的时间和方式
提案线索采取全年随时征集和集

中时间征集相结合的方式，本次集中征
集时间为：2017年10月27日至2017年
11月30日。请通过以下方式提供：

1、登录“滨州市政协”门户网站“提
案工作”“我要提线索”栏目留言，网址：
http://www.bzzx.gov.cn/ 。

2、发 送 电 子 邮 件 ，邮 箱 ：
w3163122@163.com 。

3、来信请寄滨州市政协提案委员
会（市政大楼708室），邮编：256603。

二、提供提案线索应注意的事项
1、本次公告征集的是提案线索，不

是政协提案；线索要求内容真实、简明
扼要，字数控制在500字以内。

2、为便于联系，请详细注明姓名、

通信地址及电话。
3、涉及信访、诉讼、仲裁、宣传推介

产品、为本人或亲属解决个人问题的，
以及超越本市事权范围的不宜提出，亦
不予采纳。

4、提案线索提供者请自留底稿，不
退稿也不一一回复，敬请谅解。

5、提案线索被采纳形成提案的，将
视情邀请线索提供者参与该提案的协
商督办。

对征集到的提案线索，我们将及
时归纳整理，形成提案参考选题，供提
案者在调研和撰写提案时参考。

滨州市政协提案委员会
2017年10月26日

关于向社会公开征集提案线索的公告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樊飞 通讯
员 冯双林 报道）据海关统计，前三季度我
市实现外贸进出口509.4亿元，居全省第8
位，较去年同期（下同）增长22.8%，较全省
平均增速高4.8个百分点。其中出口200
亿元，增长 7.4%；进口 309.4 亿元，增长
35.4%；逆差109.4亿元，扩大1.6倍。

月度进出口值保持快速增长。受外
需复苏、内需增长及全球大宗散货价格低
位运行带动，我市棉花、大豆、铝矿石进口
出现高速增长，尤其是原油进口资质获批
以来，成为进口增长的新动力。

巴西跃居我市最大贸易伙伴。受大
豆贸易增长拉动，巴西以81.6亿元的贸易

额超越美国，首次成为我市第一大贸易伙
伴，增长53.4%，占同期我市进出口总额的
16%。同期，对美国进出口75.2亿元，增长
16.1%。

农产品、铝矿砂、原油为主要进口商
品。进口农产品 129.4 亿元，增长 36.5%。
其中，大豆 108.8 亿元，增长 34.2%；棉花

7.1 亿元，激增 2.1 倍。同期，进口铝矿砂
112.6亿元，增长40.8%；原油30.8亿元，增
长94.2%。

纺织服装、钢材、机电产品为主要出
口商品。我市出口纺织服装75亿元，增长
16.2%；出口钢材43.1亿元，下降13.8%；出
口机电产品14.9亿元，增长13%。

巴西首次成为我市第一大贸易伙伴

10月27日，武警滨州支队便民
服务小分队官兵来到支队扶贫点
——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沙河街
道办事处西小王村看望慰问孤寡
老人。

到达扶贫点后，服务小分队官
兵逐一走访了孤寡老人，了解他们
的身体情况，询问他们的家庭生
活、生产情况。服务小分队官兵还
免费为老人提供医疗咨询，测量血
压、检查身体等，针对老人病情赠
送了部分药品。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王健
通讯员 王华伟 徐康 摄影）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田政 实习生 安文杰
通讯员 岳美 报道）10月27日，市委老干部局、市文
明办、市工商局、市消费者协会联合举行老年消费教
育齐鲁行（滨州）巡回讲堂暨滨州市老年消费教育基
地揭牌仪式。

滨州市老年消费教育基地和滨州市消费者协会
老年消费维权服务联络站设立在市老年大学。老年
消费教育基地的建立，旨在引导广大老年消费者走
出家门、走入社会，积极参与老年消费教育活动，帮
助老年人进行消费维权。教育基地和服务站的建
立，标志着我市老年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事业进入
了一个新时期，老年消费维权工作更加规范化、老年
消费者合法权益更加有保障。

滨州市老年消费
教育基地揭牌

武警官兵慰问
孤寡老人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州讯（通讯员 焦文成 报道）
10月28日下午，“共庆十九大 唱响中国梦”庆祝全
国老科技工作者日文艺演出在市科技馆多功能厅举
行。

演出在气势磅礴的腰鼓《红色娘子军》中拉开序
幕；普通话朗诵《丰碑》重现了当年红军长征时期爬
雪山、过草地的峥嵘岁月；《再唱红梅赞》曲调优美，
表达了滨州儿女坚定不移、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壮志豪情；京剧《我们是工农子弟兵》、《光辉照儿
永向前》节奏铿锵有力，熟悉的旋律让现场老科技
工作者情不自禁地哼唱起来；京胡合奏《夜深沉》、
笛子独奏《牧民新歌》、葫芦丝表演《赛江南》、吕剧
齐唱《为亲人细熬鸡汤》、水兵舞《再唱山歌给党
听》、女声合唱《天边》、《文明在哪里》等精彩演出
赢得了在场观众阵阵掌声。最后，市老年大学艺术
团合唱团以饱满的热情高唱一曲《乘胜进军》，展现
了他们老骥伏枥、壮心不已和为实现中国梦再做奉
献的爱国情怀。

庆祝全国老科技工作者日

市科协举办文艺演出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青博 通讯员 封姗
姗 报道）10月28日，全市文博创意产品展暨全市文
化文物单位文创产品展览、销售超市活动在市博物
馆举行。活动持续两天，我市300余件（套）文博创
意产品集中亮相。

本次活动由市文物局、市博物馆联合举办，是首
届滨州文化惠民消费季组成部分之一。现场展示的
文创产品有无棣县海瓷集团的海洋贝瓷、博兴县京
博文化艺术博物馆的书画复制品、无棣县海丰集团
的盐雕、无棣县真味堂的布瓦画和枣木雕等各具特
色的文化产品，并现场销售。

据悉，我市首届文化惠民消费季以“享受文
化、品味生活”为主题，设计了艺术精品欣赏、新兴
时尚采撷等六大板块，并通过“一卡、一券、一平
台”积极构建促进文化消费的长效机制，培育引导
文化消费。

全市文博创意
产品展举行

（上接第一版）工作组还化解了管
道穿越过程中打破自来水管道，破坏街
道、村民宅基地、房屋等矛盾问题，实现
了工程从建设到入户清点完工仅用了
40天时间就超额完成改造任务。

把清洁取暖工作打造成
暖心工程

在清洁取暖改造工作中，北海经
济开发区加强监督管理，确保燃气工
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符合国家规范标
准，确保不出问题；特别是对于燃气壁
挂炉进行重点核验，确保壁挂炉安装、
燃气管的连接、烟道的设置符合规范
和安全要求。该区坚持从管材、管件
到设计施工都使用燃气专用管材、管
件，选用省专业设计公司设计的管材、
管件。为确保壁挂炉按时供货安装，
安排专人负责联系协调，放弃国庆中
秋、周末假期休息时间，到长沙万家乐
壁挂炉厂家进行生产盯靠。组织改造
村孙家村村民自行到滨州考察定购暖
气片和暖气管道。同时，在改造村工
程施工过程中，分焊接、丝接、安表、打
支架、刷漆、试压、打孔、穿越定向钻八
个小组同时施工，确保了专业性，也加
快了工程进度。在校表过程中，采取
三方检测，争取校表时间。针对燃气
计量表安装时间紧、任务重的实际，该
区在主管部门的协调下委托由具备相
应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进行付费校表，
所有计量表已于 10 月 15 日前全部校
表完成。

北海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局办公
室主任朱洪彬说：“下一步我们将组织
燃气企业及壁挂炉供货商逐户发放使
用手册及安全用气普及宣传，把清洁取
暖工作打造成暖心工程，确保群众安全
用气，放心用气，让群众过一个祥和的
暖冬”。

北海率先完成
年度清洁取暖
改造任务

全市累计排查河湖违法建筑及违法活动共2620处，截至10月30日，已累计清理整治189处，其中省级河道38
处，市级河道81处，县乡级河道70处；分类别看，已累计清理违法建筑55处，违法活动134处（其中，种植林木或高
秆作物23处，倾倒堆放垃圾或渣土76处，修建鱼塘或养殖场12处，采砂或取土1处，其它违法活动22处）。各县区

“清河行动”进展情况通报如下：

全市“清河行动”进展情况通报

全市“清河行动”进展情况表

县区名称

高新区

开发区

滨城区

阳信县

沾化区

北海新区

邹平县

无棣县

博兴县

惠民县

合 计

任务总数（处）

8

33

171

71

130

43

249

768

701

446

2620

已完成任务数（处）

4

10

38

14

20

6

19

49

25

4

189

完成率（%）

50

30.3

22.22

19.72

15.38

13.95

7.63

6.38

3.57

0.9

7.21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张丹 实
习生 郭文璐 报道）10月28日晚，山东省

“即墨童装”少儿模特大赛总决赛在青岛
即墨落幕，来自全省17个市的102名小童
模汇聚即墨同台竞技，经过即墨童装品
牌展示和自选礼服走秀两个环节比拼，
来自临沂的傅艺菲和潍坊的张雯迪分别
获得儿童组和少儿组冠军。

据了解，本次大赛以“欢乐童年、健
康时尚”为主题，主要面向3周岁到12周
岁的孩子。大赛历时1个多月，参加范围
覆盖山东省17个市，由17个市的主流媒
体共同发起，在齐鲁大地刮起强劲的“童
模风”。值得一提的是，滨州赛区的比赛
由滨州日报社、九月童模时尚学院、滨州

万达广场共同承办。9月16日的滨州赛
区决赛中，吴淑敏、杜玥萱、赵彦雅3名小
模特脱颖而出，分获冠、亚、季军。同时，
由于小选手梅张子、董泉莹、赵浩彤在滨
州赛区决赛中有精彩表现，此次共6位小
童模代表滨州参加全省总决赛的少儿组
比赛。

当晚，滨州赛区的6位小童模的风采
耀动岛城，在即墨童装品牌展示和自选
礼服走秀两个环节中都有不俗表现，获
得了优秀选手称号以及即墨童装形象代
言人的聘书。“孩子们平时要兼顾学业与
比赛，不怕苦、不怕累，从他们身上我看
到了敬业与对这个专业的喜爱和认同。”
九月童模创始人张洛畅说。

山东省“即墨童装”少儿模特大赛总决赛在青岛即墨落幕

滨州赛区6位小童模耀动岛城

滨州赛区的滨州赛区的66位小童模走秀展示位小童模走秀展示。。

滨州老教师
“喜庆十九大颂歌献给党”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青博 通讯员 梁拥
军 报道）10月28日上午，滨州市“喜庆十九大 颂歌
献给党”老教师合唱比赛在渤海中学举行。

本次比赛由市委高校工委、市教育局、市老教育
工作者协会举办。来自滨州市教育局局机关、滨州
经济技术开发区教育局、北镇中学、高新区、滨城区、
博兴县、阳信县的7支老教师合唱队及滨州经济技
术开发区百川小学快乐音符合唱团参加了演出比
赛。

参赛各队都发挥出了较高的水平，展现了老教
师热爱祖国、热爱生活的美好情感和喜庆十九大的
豪迈之情。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教育局代表队演唱
的《映山红》和《我们走在大路上》，声音洪亮，吐字清
晰，音乐优美，节奏准确，指挥动作大方协调，因而夺
得比赛的金奖和优秀组织奖。

全市打击逃废银行债务工作
第二次集体约谈会议召开

第二批50户
逾期欠息企业名单公布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罗军 报道）10月30
日，全市打击逃废银行债务工作第二次集体约谈会
议召开，持续全面推动金融环境综合整治，防控化
解降低不良贷款，净化金融环境。副市长曹玉斌出
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通报了第一次集体约谈整改情况，公布了
第二批50户逾期欠息企业名单，并对下一步工作进
行了部署。会议指出，各级各有关部门和银行、企
业要高度重视打击逃废银行债务工作，深化认识，
细化措施，组织实施好第二次集体约谈工作，不断
推动约谈工作制度化规范化。要正确看待，摆正心
态，积极支持和配合约谈，共同营造良好的金融环
境。要压实属地责任，各相关县区要树立“全市一
盘棋”思想，一环扣一环、逐茬压实责任，强力落实
各项工作措施，努力遏制恶意逃废银行债务行为。
对于不配合、配合不到位的企业，各级各有关部门
要结合自身职能，依法依规采取措施，凝聚起打击
逃废银行债务行为的合力。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充
分认识打击逃废银行债务工作的重要性、复杂性和
艰巨性，靠上工作，以打击逃废银行债务工作为突
破口，深入抓好“增信贷、降不良、打逃债”各项工
作，千方百计保稳定、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