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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万康老年未来生活体验
馆里，一位老人正在体验电动家居床。

据介绍，万康老年未来生活体验
馆是鲁北第一家深耕物联网智慧养
老领域的科技创新型服务平台。它

利用先进自主的物联网信息技术手
段和科学超前的智慧养老管理理念，
面向中老年人群体开展物联化、互联
化、智能化的养老服务，将老人与社
区、医疗机构、医护人员紧密结合，旨

在打造具有滨州地域特色的医养结
合一体化平台，使中老年群体享受到
高科技、立体化的养老服务。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田中岳
摄影）

深耕物联网打造智慧养老平台深耕物联网打造智慧养老平台

推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是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
大任务，是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农村落地生根的必然要求，也是深
化美丽乡村建设的有效途径。

近年来，我市各级民政部门以红
白理事会建设、移风易俗培训、宣传
和考核四个全覆盖为目标，坚持“打
基础、促规范、抓培训、树新风”四步
协同推进，逐步实现了移风易俗常态
化、婚丧事务规范化、民间习俗文明
化，在全社会引领形成了喜事新办、
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的农
村精神文明新风尚。

全市5414个村居实现
红白理事会100%全覆盖，
出台七条标准每年为群众
减负3000多万元

一直以来，我市各级党委、政府
都高度重视移风易俗工作，把推进移
风易俗工作作为一项民心工作来
抓。市委、市政府明确要求，各级各
部门要高度重视移风易俗工作，抓紧
行动、形成合力，实现“两个全覆盖，
一个90%”的工作目标。

为把移风易俗工作抓好、抓实，
我市先后两次召开全市移风易俗工
作推进会议。专门成立了由市委宣
传部、市文明办、市民政局等21部门
组成的乡村文明行动移风易俗工作
联席会议，制订了《全市乡村文明行
动移风易俗工作方案》。同时，出台
了《关于加强红白理事会建设进一步
促进移风易俗的意见》，从村居推选

德高望重、崇尚节俭、服务热情、有一
定礼仪特长的干部群众组成红白理
事会，免费为村民全程操办婚丧嫁娶
事宜。目前，全市5414个村居全部按
照有人管事、有章程理事、有评估机
制、有培训制度的“四有标准”建立完
善了红白理事会，实现了全市村居
100%全覆盖。

今年，市文明办、市民政局结合
实际，对全市农村群众办理红事、白
事各立下七条标准，让办事天数、流
程、用餐、用车，以及聘礼、随礼数额
等均有章可循。同时，指导各理事会
将婚丧嫁娶办事标准纳入村规民约
并张榜公示，确保严格落实，有效遏
制了攀比高额彩礼和婚丧大操大办
的不良风气，每年可为群众减轻负担
3000多万元。

组建移风易俗讲师团，
“下乡”培训6500余人，同时
各级党员干部带头宣传、践
行，移风易俗工作有序开展

为更好地推动移风易俗工作开
展，我市创新宣传、培训方式，从县
（区）、乡镇（街道）、村（居）三级选拔5

名基层移风易俗工作经验丰富，又有
一定理论水平的人员，组成讲师团担
任培训讲师。今年7月下旬到8月上
旬，讲师团利用近两周的时间，对10
个县区的乡镇（街道）、村居和红白理
事会干部群众开展移风易俗培训，通
过12场巡回授课，共培训6500余人，
实现移风易俗巡回培训全市全覆盖。

期间，全市各级党员干部也成为
推动移风易俗工作的重要力量。通
过组织学习、纪律约束等措施，党员
干部们带头宣传、带头践行，提升了
群众对移风易俗工作的知晓率和满
意度。同时，我市举行“践行移风易
俗万人签名活动”，充分发挥了党支
部的关键作用、党员干部的带头示范
作用，在全市掀起争做移风易俗、勤
俭节约的推动者和引领者的热潮。
此外，我市坚持典型示范带动，打造
了100多个特色鲜明的精神文明建设
示范村，分期分批组织各乡镇、村居
相互学习借鉴，结合当地实际，对标
先进样板，制定目标任务、工作措施
和完成期限，形成比学赶超的移风易
俗浓厚氛围。

此外，各级民政部门还采取多种
形式大力宣传移风易俗工作。10 月

15日，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共青团
滨州市委、市民政局共同主办“新滨
州 新青年 新风尚”第十四届滨州青
年集体婚礼，16对新人在许下终身誓
言的同时，也传递了移风易俗、婚事
简办的新风尚。

建成10处县区驻地公
益性公墓，覆盖城乡的节地
生态安葬公共服务网络初
步形成

自2011年起，我市正式启动殡葬
改革，出台了《关于加快我市殡葬改
革步伐 推进殡葬事业科学发展意见
的通知》，将殡葬改革纳入政府重要
议事日程。

为切实解决城乡骨灰存放问题，
保护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我市11个
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加强全市公益性
公墓建设的意见》，积极有序地推进
城乡公益性公墓建设。截至目前，全
市共投资 3000 余万元，建成 10 处县
区驻地公益性公墓，覆盖城乡的节地
生态安葬公共服务网络初步形成。

同时，为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推
进移风易俗，我市鼓励和引导人们采
用树葬、海葬、花葬等不占或少占土
地的方式安葬骨灰或遗体。市民政
局、科技局、财政局等10部门联合下
发《关于加快推进节地生态安葬的实
施意见》，加快推进全市节地生态安
葬工作。惠民县乐安园林公墓投资
50万元，建设海葬纪念碑、壁葬区、树
葬区、花坛葬区；邹平县明集镇创新
实施了文明家园建设“1065 行动计
划”，投资 700 万元年内改造建设 10
个村级公益性公墓（骨灰堂）。

“下一步，各级民政部门将因地
制宜，事不避难、持续用力，从制度、
服务、宣传、督导四个方面发力，跟上
做工作、靠上抓落实，不断推进移风
易俗，努力营造文明节俭的社会新风
尚。”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科长王晓
红说。

全市5414个村居实现红白理事会100%全覆盖，出台七条标准每年为群众减负3000多万元

“四步协同”推进移风易俗倡树文明乡风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葛肇敏 通讯员 王进

11月1日下午,滨州中行召开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动员部
署大会。

该行党委书记、行长作了题为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高举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旗帜投身
滨州中行建设事业》的报告，传达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
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
精神和省行党委书记、行长王锡峰
同志的讲话精神，并对全行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了动员部
署。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邵一娟 摄影）

滨州中行集体学习
党的十九大精神

建设现代大民政
服务滨州大发展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青
博 通讯员 许雯 报道）11 月 2 日，滨
州渤海中学小学部足球场上一片沸
腾，邯郸市第一中学校足球队到
访。他们与小学生们一起交流训练
技巧，分享比赛经验，并现场上了一
节足球训练课，让渤海中学小学部
的师生受益匪浅。

“你好！”“Good afternoon！”看到
渤海中学小学部足球校队列队走
来，随队到来的西班牙外籍教练Jer-
ry 和孩子们打着招呼。据悉，该教
练是国家教育部指派到邯郸一中进
行足球训练的专业教练。几句简短
的交流过后，Jerry 便和孩子们打成
一片。

现场，Jerry 安排邯郸一中女子
足球队与渤海中学小学部足球校队

进行一对一结对指导。经验丰富的
小姐姐们向好学多问的小弟弟们耐
心细致地传授足球技巧。训练课
上，Jerry 独特的训练方法让渤海中
学小学部师生感到十分受益。

“我学会了护球的技巧和怎么
有效地停球。”渤海中学小学部11岁
的王苏俊杰说。“跟教练一对一训练
不一样，这种孩子们之间一对一的
辅导特别管用。这样训练一天，效
果能赶上平时训练一周。”渤海中学
小学部足球校队教练高群说。

其实，这已经不是两校首次开
展足球交流活动了。10月31日，邯
郸一中足球教练员郭献华和Jerry就
在渤海中学小学部足球场上给孩子
们上了一节生动有趣的训练课。课
后，两校负责人就校园足球合作方
面进行了洽谈，并共同签署了《足球
联谊学校协议书》。

据悉，邯郸一中女子足球队自
2005年9月成立以来，多次参加国家
级、省级中学生女足比赛并且斩获
颇丰：2010年荣获“全国足球学校杯
女子 U-17 比赛”冠军、2012 年荣获

“全国中学生女足锦标赛”冠军、
2012 年荣获“全国足球学校杯女子
U-19比赛”冠军。此次与邯郸市第
一中学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将进一
步提升滨州渤海中学小学部足球运
动水平，为其校园足球发展注入新
动力。

邯郸一中女足结对指导
渤海中学小学部足球队员

进校园

足球

河流镇刘庙回民学校
开展感恩励志教育

滨州日报/滨州网阳信讯（通讯
员 刘海勇 报道）日前，阳信县河流
镇刘庙回民学校邀请北京感恩励志
教育专家赵飞到校，给全校师生作
了一场感人肺腑的“感恩励志教育”
报告。

赵老师抑扬顿挫的声音，跌宕
起伏的情节，感人肺腑的故事，循循
善诱的互动，使现
场气氛几次达到
高潮。活动现场，
很多学生抑制不
住激动的情感，跑
到台前大声地对
父母表达爱意，说
出心里话，拉近了
与父母的距离。

据了解，该校
历来重视对学生

进行感恩教育，学校将以此次“感恩
励志”教育为契机，进一步对学生开
展多种形式的感恩教育，激发学生
将感恩回报与个人奋斗有机结合起
来，使学生从“受爱”到“施爱”，从

“知恩”到“感恩”，从“感恩”到“报
恩”，从而把感恩心态化为人生成长
和寒窗苦读的强大动力。

11月4日，沾化区举行“庆祝十
九大 全民健身跑”主题活动，来自全
区各单位的 350 多名干部职工参
加。活动地点设在该区投资10.5亿
元高标准打造的百里特色景观带。
健身跑沿徒骇河左岸慢行道开跑，
全程约5千米，沿途有硕果园、彩叶
园、绚花园等自然休闲景点9处，配
套建筑物126座，达到“人在路上跑，
身在画中游”的效果。

据了解，该活动是沾化区学习
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系列活动之
一。自11 月份开始，沾化区将陆续
举办专题报告会、演讲比赛、歌咏比
赛、征文比赛、书画展览、送戏下乡
等10 项活动，在全区掀起学习宣传
贯彻十九大精神的热潮。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张康 通
讯员 贾海宁 王建彬 摄影）

沾化350余名干部职工健身跑

鲁中职业学院
斩获省技能大赛
两个赛项冠军

6名学生获得免试
读本科的资格

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讯
员 王起震 刘亚磊 报道）日前，2017
年山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
工业分析检验、工程测量两个赛项在
鲁中职业学院举行。经过激烈比拼，
鲁中职业学院代表队两个赛项均获
第一名，该院参加此次两个项目比赛
的 6 名学生将获得免试读本科的资
格。

据介绍，此次大赛由省教育厅、
省经济和信息委员会、省财政厅、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农业厅
主办，鲁中职业学院承办。工业分
析检验赛项，共有来自济南、青岛、
潍坊、淄博等地的 11 个代表队、22
名选手参赛，比赛包括理论与仿真、
化学分析、仪器分析三个项目。工
程测量赛项，有来自全省的 15 个市
级代表队、60名选手参赛，比赛包括
四等水准测量、一级导线测量两个
项目。

滨城区为践行移风易俗滨城区为践行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组织万名党员签名活动倡树文明新风组织万名党员签名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