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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护与传承文化遗产，滨城
区 63 岁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布老虎传承人刘清华，通过“公
司+农户”的模式，运用裁剪、缝制、
填料、粘贴等传统手工工序创作手
工艺品，在传承民间艺术同时发展
传统文化产业，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目前，布老虎、发财狗、年年有
鱼、中华龙、十二生肖等民间布艺工
艺品达 500 余种，销往全国各地及
日本、韩国、匈牙利等国家，带动
1000余农家妇女就业。图为1月4
日，在东寅布艺有限公司加工车间，
一名农家妇女在赶制新年“发财狗”
手工艺品订单。（滨州日报/滨州网
通讯员 李荣新 夏玉忠 摄影）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城讯（记者
邵一娟 通讯员 张志刚 报道）1 月 7
日，滨城区秦皇台乡郭王村选出了新
一届党支部班子成员。至此，全乡48
个村党组织选举换届工作圆满完成。
一批年富力强、有能力、能干事、群众
信得过的优秀分子被选进了村党支部
班子，广大党员充分履行义务、行使权
利，选举出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村
官”，实现了平稳过渡，进一步巩固了
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

自去年12月22日村“两委”换届
选举工作启动以来，秦皇台乡党委、政
府按照区委的统一部署和要求，积极
稳妥地推进村党支部换届选举工作，
及早研究，精心组织，切实加强换届选

举工作的领导，确保换届选举的顺利
完成。

在换届选举过程中，秦皇台乡严
把候选人入口关、换届选举程序关、换
届纪律监督关，做到法定程序一个不
变通、规定步骤一个不减少、工作标准
一点不降低，对换届选举全过程、全方
位、立体式监督；坚持一手抓换届，一
手抓稳定，对竞争激烈的村，进行重点
盯靠，杜绝发生不正当行为，保证候选
人之间理性公平竞争，营造出风清气
正的换届环境。

据悉，秦皇台乡村民委员会换届
工作也正在紧张有序地筹备中，整个
村“两委”换届选举工作将于1月底全
面完成。

秦皇台48个村完成
村党支部换届选举

1月6日，沾化区图书馆联合全民
悦读滨州沾化阅读会组织举办了“声
动沾化 筑梦中国”主题诗歌朗诵会。
来自全区社会各界的 20 余名朗诵者
用富有感染力的语言，表达了对党的
热爱，对祖国的赞美，对幸福生活的美
好祝愿，让在场的每一名观众感受到

诗歌带来的激情和魅力。
本次活动的举办，为广大热爱读

书和朗诵的不同群体搭建了一个相互
交流、互相提升的平台，让更多的孩子
在朗诵中受到经典文化的熏陶。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贾海宁 王
建彬 于振丽 摄影）

“俺来参观参观行不，看看你装
修得咋样。”1 月 6 日，刘传国刚用钥
匙开房门，住对门的刘华成两口子就
想迈步进去。

这套 140 平方米的新房装修考
究，家电家具一应俱全，引得刘华成
一阵赞叹。“这房子是我用分红的钱
买的，给闺女当嫁妆，过完年她就搬
进来。”刘传国笑笑说。

除了双湖馨苑的这套房子，刘传
国在双湖家苑有套140平方米的楼房，
在双湖贵苑有套290平方米的复式楼
房，以及一套135平方米的沿街商铺。

“这都得益于居委会成立公司，我入股
分红。”44岁的刘传国，对此十分满意。

在滨城区市西街道双庙刘居委
会，像刘传国一样，几乎所有的居民，
都因入股分红得到了实惠。双泰置
业有限公司成立至今，已有95%的居
民成为其股东。

刘传国1991年起就干家电维修，
脑子比较灵光。2008年，新上任的党

支部书记杨玉国挑头成立公司，刘传
国坚决支持，从朋友那里借了四五
万，凑了十万元入股，成了公司的15
个“大股东”之一。

“当时，很多居民都在观望，只有
54户入股，大部分还都是一两万、三
四万的小股，一共融了339万元。”刘
传国说。

就用这些钱，杨玉国带领公司开
发了双湖家苑，在满足村民居住的同
时，也得到市场的认可，为集体增加
收入500多万元。

“第一次分红，就分了股金的
50%”，刘传国说，“公司还组织了 54
户股民来了个港澳游。”这下子，其他
居民真正“红了眼”。

2010年，公司第二次扩股，仅三天
就有150户居民成了新股东，融资560
万元。刘传国和其他53户股东一样，
没领分红，而是把“红”融了进去，他还
又“补”上20万元。2013年，公司第三
次扩股，刘传国又投入了30万元。到

这时，双庙刘292户居民，95%已成为
“股民”，股金超过4000万元。

2009年到2015年，双泰置业公司
陆续开发了双湖家苑、双湖贵苑、双
湖馨苑、双湖豪庭四个项目。按照最
初“三年翻番”的承诺，每年分发的居
民红利超过1000万元。

“这个.....怎么算呢，”问起刘传国
当前的收入，他挠挠头，显得挺为
难。的确，比起修家电每年五万元的
收入，“翻番”这个词已远远不够。

当然，刘传国这门“手艺”也派上了
用场。2014年，双泰置业成立了双湖
物业有限公司，为四个小区的1000多
户业主服务。刘传国虽然当上了经理，
也免不了自个上门为居民修家电。“公
司50个人，40个是居委会的，年龄从五
十岁到七十岁，月工资1300元左右。”

解决了住房、为居民分红，还要
让居民就业。双泰置业公司共50多
人，也有30多人是居委会的。公司开
发建设的80套沿街商铺，以成本价出

售给居民，用于租赁或个体经营。双
庙刘居民的人均年收入，从原先的不
足3000元，增加到了现在的12000元。

2015年，双泰置业公司在长江一
路与阳光南路之间，建设了彩虹农贸
市场，总建筑面积6万多平方米，划分
为水果、蔬菜、生鲜、肉食、活禽等经
营区，增加了集体收入，也解决了部
分居民的就业问题。

“建设四个住宅区和农贸市场之
后，我们开始走出双庙刘，走出市
西，”双泰置业副总经理魏永刚说，

“去年，我们和建大集团合作，通过竞
标拿下了黄河十路以南、渤海十一路
以西的94亩地，建设双泰建大城，目
前，前期工作已经展开。”可以预见，
这个大项目的建设，将会给股民们带
来更大收益。

当刘传国急着为居民服务，与我
们告别，车在平整的混凝土路上走
远，记者怎么也想象不出，十年前他

“雨天扛起车子出村”的情景。

刘传国入股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张炜 通讯员 贾鹏

传承民间艺术传承民间艺术
助农增收致富助农增收致富

走进新时代
县区新故事

沾化举办“声动沾化
筑梦中国”诗歌朗诵会

这几天，在沾化区富源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接种门诊，来给孩子接
种的村民络绎不绝。“以前接种门诊
每个月就来五六十人，现在每个月都
是120多人，翻了一倍，”富源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李胜镇说，“这
就是卫生计生整合带来的变化。”

在全市率先完成卫生计生整合
一年多来，沾化区力促卫生计生优势
互补，深化融合，合力服务，实现基层
服务水平“质的飞跃”，真正让基层群
众体验到“1+1>2”的服务效果。

从“整合”到“融合”，从
“合并”到“合力”

卫生计生整合后，富源街道辖区
的药具发放、组织动员、优惠政策落
实、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基本医疗服
务等工作由之前15个村的乡医负责，
改为乡医和村卫生计生主任共同开
展，充分发挥计生组织网络健全、群
众基础好的优势，取得事半功倍的效
果。

2016年11月底，沾化区在全市率
先完成卫生计生整合，做到机构、人员、
资源、服务“四个整合”，政策宣传、培训
学习、工作部署、例会制度、数据信息、
督导考核“六个一体化”，乡镇党委书
记、乡镇长、管区书记、包村干部、乡镇
街道卫生计生主任、卫生院院长、村党
支部书记、村卫生计生主任、乡医“九职
连责”，实现基层卫生计生技术整合、

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服务于民。
“卫生计生部门的融合发展，不是

单纯的机构合并，也不是简单的职能
叠加，只有二者管理职能、服务职能、
人员信息以及人脉资源都得到优化和
整合才能壮大力量，优势互补，才能大
大提高服务水平，让广大群众受到了
更多的实惠。”沾化区副区长宋涛说。

2017 年 ，沾 化 区 人 口 出 生 率
20.93‰，自然增长率15.23‰，出生人口
性别比为107.7，人口保持平稳发展态
势；居民电子档案建档率达到90.2%，65
岁以上老年人管理率为67.1%，免疫规
划“八苗”全程接种率达95.61%。当年4
月，沾化区和邹平、惠民两县代表滨州市
迎接全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绩效考核，
获得全省第二名的好成绩。

“1+1>2”，打通服务群
众“最后一公里”

免费增补叶酸，是重大公共卫生
服务项目的重要内容。卫生计生部
门整合之前，计划生育随访、叶酸和
避孕药具发放分属两个部门管理，限
于人员不足、数据掌握不及时等多方
面制约，叶酸发放的覆盖面和时效性
很难保障。整合之后，这些工作全部
由村卫生计生主任承担。

此外，整合后通过村级每周报表，
基层公共卫生中心获得待孕、在孕、新
生儿出生信息，由1月1次变成1周1
次，方便基层群众能在第一时间获得妇

幼保健服务。眼下，医疗卫生服务与计
划生育技术服务相结合，计生随访服务
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相结合，卫生计生
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打通了。

为保障这些服务形成长效机制，
沾化区专门对村卫生计生主任在叶
酸发放、出生报表、早孕监测数等方
面实施细化量化考核，根据工作数量
和质量制定合理的奖惩制度，充分调
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整合前，村计生主任工资只有
街道发放的固定工资，整合后除了固
定工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结合工作
情况进行绩效考核，每个月平均能多
发100元左右。”富源街道卫生计生办
公室主任王永军说。

“我们的工作重心就是创新机
制，最大化发挥卫生、计生各自优势，
弥补原先的不足，提升基层服务能力
和水平，为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
健康服务。”沾化区卫生计生局局长
张玉峰介绍说。

从“各自为战”到“综合执
法”，综合监督实现全覆盖

2017年7月，泊头镇西费村一游
医从事非法诊疗活动，从发现到依法
取缔，前后仅用1个小时，信息畅通、
执法高效的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
让群众啧啧称赞。

说起综合监督执法，泊头镇卫生
院院长段同敏连竖大拇指：“整合后，

信息员由村卫生计生主任或乡医担
任，一村一个，信息更加灵通，也做到
卫生监督由医疗机构管到乡镇政府
管的转变。”

据了解，卫生计生整合后，沾化区
各乡镇（街道）卫生计生办内设卫生计
生综合监督办公室，承担辖区内公共
卫生、医疗卫生、学校卫生、计划生育
等监督管理职能。乡镇卫生院原从事
卫生监督协管人员与原计生办执法人
员整合到综合监督办公室，每个乡镇
（街道）不少于4名执法人员。440名
村卫生计生主任或乡医担任卫生计生
监督信息员，主要承担辖区内的监督
巡查和信息上报等工作，确保卫生计
生监督实现区、镇、村全覆盖。

同时，该区利用原卫生部门的技
术保障力、原计生部门的行政执行
力，全方位、全周期狠抓执法质量的
提高，打造优良卫生计生工作秩序，
保障全民健康权益。其中，在打击

“两非”工作中，该区建立“双线”并行
机制，借助卫生计生服务机构妇产
科、B超影像科登记在册的医疗机构
信息，利用区、镇、村三级计生网络，
摸底调查育龄妇女孕情消失情况，形
成打击“两非”的高压态势。

2017 年 9 月 7 日，全省卫生计生
综合监督规范年活动推进会议上，沾
化区做典型发言。10月，沾化区顺利
通过全省卫生计生综合监督示范区
评审验收，这是对沾化卫生计生综合
监督工作的肯定。

从“整合”到“融合”，从“合并”到“合力”，从“各自为战”到“综合执法”

沾化融合卫生计生资源达到“1+1>2”效果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贾海宁 王建彬 卢忠德

滨州日报/滨州网高新区讯（通
讯员 光登志 张彩霞 王向华 报道)近
期，高新区劳动保障服务中心成功办
理两起参保职工跨省异地就医联网
即时报销业务，报销总额 15.3 万元。
跨省异地就医联网报销减轻了个人
垫付资金压力，缩短了报销周期，节
约了参保患者的时间，为参保人员带

来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跨省异地
就医联网报销的实现，标志着高新区
广大参保人员在全国联网医院都可
以联网报销。

据了解，目前的政策支持以下四
类人群进行异地联网报销：一是异地
安置退休人员，指退休后在异地定居
并且户籍迁入定居地的人员；二是异

地长期居住人员，指在异地居住生活
且符合参保地规定的人员；三是常驻
异地工作人员，指用人单位派驻异地
工作且符合参保地规定的人员；四是
异地转诊人员，指符合参保地转诊规
定的人员。

跨省异地就医报销流程有以下
四步：第一步,跨省异地就医前，到区

劳动保障服务中心进行登记；第二
步，区劳动保障服务中心把异地就医
信息上传到联网平台；第三步，本人
持社保卡，到就医地医院办理住院联
网登记；第四步,出院结算时直接刷
卡，办理报销结算。

高新区成功实现跨省异地就医联网报销

滨州日报/滨州网沾化讯（通讯
员 李凯鹏 报道）为深入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精神，全面推进政务公开，促
进政府职能转变，沾化区利国乡把政
务公开平台建设作为规范各项工作、
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抓手，不断提升
政务主动公开的标准化规范化水平。

充分发挥单位门户网站信息公开
第一平台的作用，由该乡党政办主管，
网络系统管理员负责网站的内容保障

和运行维护工作，建立信息公开、政策
解读、互动回应、舆情处置等分工合作
机制，及时发布重大政策、重要会议、
重要活动信息及转载重要政策信息。
同时，不断完善分类，填充内容，目前
已发布各类公开信息近 500 条，位列
全区各乡镇（街道）第一名。平台建设
有力推进了“互联网＋政务”建设步
伐，为构建基于互联网一体化政务服
务体系奠定了良好基础。

利国政务信息公开
数量位居全区前列

滨州日报/滨州网沾化讯（通讯
员 孟令旭 报道）为丰富村民的精神
文化生活，1月8日，沾化区农业局派
驻该区黄升镇郭王村“第一书记”李
振虎，与村“两委”班子成员一起，组
织村民开展了象棋、扑克、跳棋、打篮

球比赛，吸引了近 200 人参加。活动
设置了洗发露、洗衣液、肥皂等洗化
用品奖品。此次文体活动的开展，丰
富了村民的冬季文化精神生活，调动
了村民建设美好家乡的积极性。

黄升郭王村开展冬季文体活动

随着滨城区市东街道辖区多处新
住宅小区建成，沿街商铺也随之增
多。为加强规范户外广告和沿街商店
门头牌匾的安装和使用，进一步提升
城市容貌水平，近日，市东街道城管执
法大队开展了辖区户外广告和沿街门
头招牌的安装提前告知工作，对东王

侯安置小区、京博商贸街、东城新天地
等重点新建成区域沿街商铺发放规范
门头牌匾《通告》360余张。由于工作
干在了前面，减少了经营户不必要的
麻烦，受到了广大业户的好评。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邵一娟 通讯
员 刘倩庭 摄影）

市东规范新建区域
沿街商铺门头牌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