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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邹平县高新街道以“打
基础、带队伍、创品牌”为主线，大力实
施“文化惠民”战略，街道文艺工作取得
了丰硕成果。

夯实基础，逐步完善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

近年来，高新街道不断加大文化基
础设施投入力度，连续9年实施文化奖
补政策，奖补资金累计 200 万元，全面
建成了街道、社区、村三级文化公共服
务网络，45 个村实现综合性文化服务
中心全覆盖。

国庆节前，司家村投资130万元建
设的文化广场正式投用，街道村级文化
活动场所达到了 50 个，农村文化设施
水平有了较大提升。平台搭好了，群众
文化活动迎来百花齐放。年初街道成
功举办了“翰墨梁邹——家风 村风 行

风”书画摄影展，全民广场舞大赛连续
举办6届，“翰墨飘香进万家”书画惠民
活动连续举办3年，“赏藤书画会”已举
办15年，送戏下乡已演出30多场次。

培育人才，着力壮大基层
人才队伍

高新街道始终把人才队伍建设摆
在突出位置，重视农村文化人和骨干文
化人才的培养和发掘，文艺梯队人才的
思想道德素质和业务能力水平得到普
遍提升。

截至目前，街道先后组织广场舞、
健身秧歌、腰鼓等各类培训20余次，举
办书画展、戏曲交流会30余次，发展各
类文体队伍达 63 支，挖掘农村文化达
人36名，文化人185名。他们作为文化
志愿者已经开始了文艺工作的“传帮
带”，引导更多的人为繁荣街道的文化

事业添砖加瓦。

政府牵头，助推文艺团体
接连出彩

街道充分发挥政府服务职能，将原
来分散的队伍进行资源整合，以文艺团
队的发展带动农村文化的发展。

街道有高新书画家协会、戏剧家协
会、体育协会、广场舞协会等多个文艺
团体，按照“政府主导，全民参与”的原
则，由街道注入启动资金，帮助各个协
会打造活动平台，扶持其发展壮大。目
前，高新戏剧家协会成员已达到300余
人；高新广场舞协会会员达到了近2000
人，在今年全县“舞动梁邹”全民广场舞
大赛中，高新代表队荣获一等奖佳绩；
高新书画家协会成立 12 年，协会会员
创作的作品多次入围邹平县“范公文化
奖”的评选，新民社区被授予了“王羲之

书法特色社区”荣誉称号。

聚力品牌，全力打造“悦
礼高新”文化名片

自去年开始，高新街道着力打造
“悦礼高新”文化品牌。“交以道，接以
礼，近者悦，远着来；学高以致远，改革
而创新”，即用道义结交，以礼仪相接，
朋友自会从远方而来，不断学习充实自
己，才能实现创新超越。这是对“悦礼
高新”四字的解读。

结合今年的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悦礼高新”旗下的“悦礼高新大讲堂”、
“翰墨飘香进万家”书画下乡、“国韵芳
香”送戏下乡、“一米阳光”志愿服务等
多项主题活同时发力，有近 2000 人参
与到了这些活动中，3万余群众从中得
到了实惠。

高新街道打造“悦礼高新”文化品牌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孙娌娜

今年以来，滨城区彭李街道紧盯辖
区居民的诉求愿望，不断加大资金投
入，加快棚户区改造步伐，升级改造社
区活动场所，优化美化人居环境，件件
实事做到了群众心坎上，提高了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满意度。

棚改工作再发力，稳步
快进惠民生

在今年棚改中，彭李街道把群众利
益放到第一位，按照“抓棚改就是抓民
生，抓棚改就是抓发展，抓棚改就是抓
财力，抓棚改就是抓环境”的目标定位，
将其列为头号工程来攻坚，整建制推进
棚户区改造。

今年棚改项目共涉及廿里堡、李南
蒲（二期）、卜家3个居委会，共425户、
436 个院落，建筑面积 11.5 万平方米。
截至目前，已有两个村居完成年度任
务，廿里堡居委会正在扫尾。

街道把让群众及时回迁作为拆迁
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发挥政府主导
作用，采取市场化运作，让群众全过程
监督，形成三方合力推进的工作格局。
目前，正积极协调国土、规划等部门，完
善各类相关手续，确定安置规划、设计
方案，并与 10 余家具有雄厚实力的企
业进行洽谈，确保3个小区安置项目早
立项、早实施、早开工、早建设。

社区场所再升级，服务
居民上水平

今年以来，结合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工作，彭李街道把社区场所建设作为改
善城市基础设施、提升服务水平的重要
内容，并列支专项资金1000万元对5个
社区的功能场所扩规提档。

学苑社区建起绿化草坪1100余平
方米，粉刷墙壁2500平方米，扩建活动
场所 400 余平方米，打造社区服务大

厅、社区阅览室、家长学校、志愿者服务
站等场所；升级改造黄河社区服务中
心，并重新选址打造 1100 平方米的黄
河社区服务站；经多方协调，将一家经
营中的茶馆盘回，打造府前社区文体活
动中心，社区场所面积由200平方米扩
展到400平方米；及时变更整体出租老
办公楼计划，将300平方米一楼大厅改
建成安民社区文体活动中心。

各社区通过召开社区恳谈会、入户
走访、发放调查问卷等形式，深入了解
群众需求，对标设置服务项目，逐一配
套完善社区未成年人活动室、家长学
校、文体活动室等功能场所，并配齐了
师资管理队伍，夯实了居民活动阵地。

人居环境再优化，基础
设施强筋骨

民意就是指挥棒。为进一步优化
小区环境，彭李街道召开商业小区环境

提升专题会议，随后开展“四个一”活
动，即开展一次小区环境卫生集中整治
清理；对垃圾桶周边开展一次普遍性治
理；对小区内乱栽乱种高秆植物进行一
次集中清理；对小区开展一次环境提升

“回头看”，使商业小区环境面貌持续优
化。

针对张课、山柳杜、马家等居民小
区乱搭乱建、乱堆乱放、乱贴乱画等问
题，彭李街道组织开展“清洁家园”集中
行动8次，出动1600余人次，动用挖掘
机等大型机械 60 余台（辆），拆除违建
2000 余平方米，清理垃圾 8000 余立方
米，环境面貌焕然一新。

针对辖区居民提出的道路破损问
题，街道研究制定修复计划，累计投入
资金 400 余万元，及时对华英路、文化
街路、马家小区、裕华苑、吉泰阳光、麒
麟阁、至尊门第等小区3万余平方米道
路进行了整修、硬化。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李振
平 通讯员 高士东 摄影）今年以来，无
棣县水湾镇按照“六个一”标准，努力
建设“生态宜居、生产高效、生活美好、
文明和谐”的美丽乡村。

西谷刘社区是该镇也是全县美丽
乡村建设示范工程，社区现有700人，
230 户，全村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
一施工，建设二层楼房208套、周转安
置房18套，完成了整村搬迁。社区内
实现了道路、街巷全部硬化、绿化、美
化，路灯、弱电管线全部下地，农村旱
厕全部完成改造。

在此基础上，社区实施“一塘清
水”工程，投资 30 万元清理旧村北侧
池塘，形成连接西谷刘、东刘、碱王三
村的水系景观。积极发展特色产业，
村北建有鲁北地区最大的芦苇交易市
场，年交易额4亿元，靠苇帘加工村民
人均增收2万元。旧村腾空土地上正
在规划建设食用菌、蔬菜花卉等高效
生态农业大棚及苇帘产品展销一条街
和加工车间，促进产业提档升级，增加
农民收入。

水湾镇西谷村：

全村整体搬进社区小洋楼

近日，华海白癜风医院举行全
面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会议，
医院全体党员及中层以上干部参
加。

与会人员收看了习近平总书
记讲话等重要视频，并结合个人学
习体会进行座谈交流。医院院长

成爱华强调要在深入学习贯彻落
实十九大精神方面走到前面，作为
一家民营医疗机构，要积极为建设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贡献力
量。（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张振
远 刘俊亮 摄影）

11 月 3 日，在博兴县新华书
店，读者在“党的十九大文件及辅
导读物专柜”阅读选购图书。

当日，博兴县新华书店设置专

柜，专门摆放党的十九大文件及辅
导读物图书，吸引众多读者前来阅
读、选购。（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
员 陈彬 摄影）

设置专柜推介十九大题材图书

华海白癜风医院
组织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城讯（通
讯员 贾鹏 报道）为进一步改善空
气质量和城乡居民生活条件，今年
滨城区市西街道大力推动洁净型
煤替代原煤散烧工作，计划年内完
成洁净型煤全覆盖。这次洁净型
煤推广重点确定为没有实现集中
供暖的居民户。

与散装烟煤比，这次推广的洁
净型煤优点突出。首先价格实惠，
作为清洁能源由政府主导补贴。
二是环保，型煤在加工过程中加入

固硫剂、粘合剂，可以使二氧化硫
的排放量减少40%左右，同时还能
减少固体粉尘的排放量。三是热
效率比散煤高一倍，同样的用量，
燃烧普通烟煤室温能到 16 度左
右，但清洁型煤可以达到 20 度。
截至目前，市西街道8个社区都已
相继展开型煤购买统计工作，部分
村（居）已统计结束并开始交费统
一购买。据初步统计，辖区 4957
户更换型煤取暖，购买型煤 2800
吨。

市西街道年内将完成
洁净型煤全覆盖

11 月 4 日上午，正值单寺大
集，滨城区秦皇台乡计生协会、卫
生院联合民建滨城总支、民建滨医
支部开展了送医下乡活动。

活动现场，滨医附院的专家、
教授耐心地为每一位前来就诊的

群众“望闻问切”，认真了解病史和
身体现状，解答病患疑问，有针对
性地开具药方。据了解，活动当天
共为群众义诊200余人次，开具药
方 50 多副。（滨州日报/滨州网记
者 邵一娟 通讯员 张志刚 摄影）

滨医附院专家到秦皇台义诊

滨州日报/滨州网惠民讯（通
讯员 李翠霞 袁淑琦 报道）11月6
日，惠民县淄角镇组织收听收看由
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央政法委秘书
长汪永清所作的党的十九大精神
宣讲报告。淄角镇全体副科级领
导干部、全体机关干部参加收听收
看。

在收看现场，大家认真听、仔

细记，聚精会神、受益良多。收看
结束后，大家纷纷表示，将结合自
身工作实际，深刻领会和准确把握
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履行职责，
密切联系群众，在基层一线工作中
积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将满腔的
热情投身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实践中，为建设魅力新淄
角贡献智慧和力量。

淄角组织收看中央宣讲团
十九大精神报告会

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

彭李紧盯居民诉求持续优化人居环境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夏玉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