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读“ 大救助”系列报道之三

要闻 3
滨
州
网
手
机
客
户
端

2020年9月30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李鹏飞 肖静
电话：3186761

近日，根据市森林保护中心
技术人员野外调查和各县市区
监测报告，我市第三代美国白蛾
已经进入危害盛期，疫情出现反
弹现象，发生呈现出分布更加分
散、村内村旁发生更重的特点，
危害期将持续到10月下旬，严重
影响树木的正常生长和居民的
正常生活，防治形势严峻。

市林业有害生物防控指挥部
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全市上下切实
做好第三代美国白蛾防治工作，全
力降低虫口密度、减少越冬基数，
防止出现大面积暴发现象，保护好
造林绿化成果和生态安全。

市林业有害生物防控指挥
部下发通知，全市上下要全面动
员，开展群防群治，按照“谁主
管、谁负责；谁经营、谁防治”的
原则，根据美国白蛾不同发育阶
段及受害林地、林木类型，综合
运用剪网幕、喷雾等方法开展科
学防治，打赢美国白蛾歼灭战，坚
决有效地遏制第三代美国白蛾的
发生态势，巩固治理成果；各县市
区要加强督查指导，对各自辖区

内主要林业有害生物防控工作开
展技术指导和防治督促检查；市
林业有害生物防控指挥部将不定
期对各县市区防控情况开展督
查，并定期通报，确保防控成效。

美国白蛾防治的关键是监
测。因此，在具体的防治工作
中，要切实加强监测力度，扩大
监测范围，准确掌握美国白蛾的
发生动态，及时发布预报，为科
学防治提供依据。要剪除网幕，
在网幕破网前，组织人员每隔
2—3天对三年生以下及低矮树
木仔细查找一遍幼虫网幕，用高
枝剪连同树枝一并剪除，集中烧
毁或深埋，最大限度地降低虫口
密度。提倡综合防治，采用化学
（药物）防治时，要注意将药喷
严；美国白蛾抗药性差，关键是
喷药要细致周到，不能漏掉树上
的任何枝叶，更不能漏树株；选
用25%的灭幼脲或5%杀铃脲、
4.5%的高效氯氰菊酯等无公害
农药或生物农药，开展好科学防
控工作，确保不出现大面积危
害。

市林业有害生物防控指挥部下发紧急通知

坚决打赢美国白蛾歼灭战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任斐 通讯员 周亮 刁会超

近年来，我国的社会救助政策
自上而下呈现出“碎片化”现象，主
要表现为管理的分散化、项目的割
裂化和区域的差别化，给社会救助
政策的运行带来了不利后果。而在

“后扶贫时代”，需要探索更集约化、
整合化的救助方式。

而“e家大救助”体系为统筹全
市救助工作提供了一条新的解决路
径，它不单纯是全市救助体系的一
次大梳理、大整合，更是把“流程再
造”作为这次改革的核心内容。可
以说，“e家大救助”的流程相对于以
往的体系而言，是一次彻底变革，是
以方便群众为导向对工作流程的全
新再造。

改变了过去“受理
——转办——反馈”的统
筹协调模式，推动社会救
助制度一体化运行

“e家大救助”建设的总体思路，
是以困难群众各类救助需求为中
心。它的一大创新之处，就是改变
了过去“受理——转办——反馈”的
统筹协调模式，对各类社会救助项
目进行流程再造，形成一个统一的
流程链，实现内部流转、一口对外，
推动社会救助制度一体化运行。

一方面，“e家大救助”简化了社
会救助申请手续，实行“一证申
请”。申请人只需提供身份证和基

本信息即可完成申请。所需证明材
料，通过系统信息共享获取，或者在
入户核查时由工作人员现场确认并
获取。推行申请社会救助守信承诺
制度，申请人对所提供的证明材料
的真实性进行书面承诺。

另一方面，优化受理流程，实行
“一门受理”。让群众申请救助从跑
多个部门、走多个流程转变为在一
个中心或窗口，依托县、乡、村（社
区）服务大厅和手机App，对纳入统
筹范围的社会救助项目实行“一门受
理”，确保困难群众求助有门、受助及
时。对于市政府12345热线“社会救
助类”事项，全部纳入“一门受理”范
围，第一时间介入解决问题。

“原则上，纳入统筹范围的社会
救助项目，必须经过社会救助家庭
经济状况信息核对。无正当理由不
予授权的，经告知其后果，视为放弃
救助申请。”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为此，该体系还强化了核对功
能，实行“一键核对”——核对系统
与各相关部门业务系统，通过接口
方式对接的，实行在线即时核对；需
要人工协助核查的，相关部门要于3
个工作日内反馈核对结果。

打造救助“中央厨
房”，实现多部门“各出一
道菜、共办一桌席”

“e家大救助”体系的救助信息
平台，就像一个“中央厨房”，为各部

门提供基本工作条件，让他们都在
这个平台办理救助事项。这就好比
将鲁、粤、川、湘等各个菜系的大厨
都请到一起，实现“各出一道菜、共
办一桌席”。

与过去“碎片化”的社会救助制
度相比，“e家大救助”体系的创新性
首先体现在提供综合救助方案。针
对救助政策碎片化、管理部门分散
化、救助工作低效化，“e家大救助”
体系统筹的66个救助项目中，既有
低保、特困等基本生活救助，又有教
育、住房、医疗、就业等专项救助，还
有社会力量提供的个性化救助。困
难群众只进一个门，就可以满足多
方面的救助需求。而且，通过组织
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内容由提
供资金向照料护理、心理慰藉等服
务拓展。

同时，“e家大救助”体系探索了
梯度救助模式。今年，我市将全面
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在消除了绝对
贫困之后，还要继续做好解决相对
贫困的工作。这就要求社会救助体
系既要强化兜底保障作用，又要保
持适度的弹性，形成特困人员、低保
对象、相对贫困人口、支出型贫困家
庭等分类分层、梯度救助的格局。

此外，该体系还建立了主动发
现机制。将救助关口前移，统筹村
（社区）干部、网格员、志愿者等力
量，建立社会救助主动发现机制，变

“被动受理”为“主动救助”，做到早

发现、早报告、早救助。

“e家大救助”后续将
不断修正、完善，努力打造
“智慧救助”新模式

可以说，“e家大救助”体系提供
了一个在当下非常理想化的救助方
案：将分散受理转变为集中受理，让
困难群众申请救助不用再东奔西
走，在市、县、乡、村（社区）四级服务
机构就可以申请纳入统筹的救助项
目；变单一救助为综合救助，“e家大
救助”为群众开出了一份“有66道菜
的救助菜单”，方便了群众“点菜”。
而且，通过救助对象库，系统会依据
各项目的救助条件进行自动比对，对
疑似符合条件的人员进行推送，确保
符合条件的能够享受到相关政策。

“e家大救助”是个新生事物，今
年9月21日刚刚启动运行，因此还有
许多不完善的地方，需要时间磨合，
需要不断调试、修正。“下一步，我们
将在完善工作机制上下功夫，适应社
会救助一体化运行的需要，健全信息
公开、主动发现、容错纠错、绩效评价
以及政府购买服务、社会力量参与等
工作机制，提高体系运行的质量。”市
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与此同时，
还将在信息共享上下功夫，努力增加
信息数量、提高信息质量，推动与相
关部门的直接互联互通，发挥信息化
在社会救助中的重要作用，努力打造

“智慧救助”新模式。

“e家大救助”努力打造“智慧救助”新模式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葛肇敏 通讯员 王振东

社区居民同赏庆“双节”晚会

9 月 26 日晚，滨城区彭李街
道黄河社区共建红色家园“庆国
庆·迎中秋”文艺晚会在黄河小区
二区精彩上演。本次活动由彭李

街道办事处黄河社区、黄河家园
业委会主办，为广大辖区居民奉
上了一场文艺盛宴，让居民共享
节日快乐。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张
丹 赵鑫 摄影）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邵一娟 通讯员 刘祥兵 报道）在
国庆节、中秋节来临之际，滨城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积极打造丰
富多样、特色鲜明的城市园林景
观效果，在公园、广场和重要交
通节点摆放鲜花 26000 余盆
（株），致力营造安定祥和、热烈

喜庆的节日氛围。
截至目前，滨城区花卉景观

布置工作已全部完成，其中共摆
放国庆菊（黄、红）7700株，红叶
红花、绿叶红花鸡冠花15000余
株，矮牵牛2000株，孔雀草1400
株，美化了城市容貌，提升了城
市的形象和品位。

滨城摆放2.6万盆鲜花迎国庆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隆卫 通
讯员 张超 报道）9月26日晚，滨州市
第六届青少年舞蹈大赛决赛在市文化
馆群星剧场成功举行。进入决赛的选
手及观众约400人参加活动。

本次大赛是市工委开展的“诗文
诵读·感恩教育·才艺培养”三项活动
成果的集中展现，由市关工委、市文明
办、市文旅局、市文化馆和团市委等单
位联合举办。大赛历时近一个月时
间，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1000多名
青少年选手、50余个舞蹈作品参加比
赛。经过层层推选、选拔，最终有16个
优秀作品脱颖而出。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州讯（通
讯员 韩磊 报道）近期，中信银行
滨州分行利用各种形式和渠道，
持续开展以“金融知识普及月 金
融知识进万家 争做理性投资者
争做金融好网民”为主题的“金
融知识普及月”系列宣传活动。

其间，为提高宣传覆盖面，

该行成立了外拓宣传小组，积极
进小区、进超市开展外拓宣传，
助力丰富市民的金融知识，提高
市民防范金融诈骗的能力。此
外，该行还积极参与“中国银行
杯”金融知识优秀宣传微视频征
集评选活动，共计报送2个参赛
作品。

中信银行滨州分行开展金融知识宣传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胡旭阳
通讯员 赵雷军 报道）为进一步普及和
提升广大市民的文物鉴赏能力，满足
民间文物鉴定需求，滨州市博物馆公
益性文物鉴定活动将于10月 7日举
行。届时，将邀请省文物鉴定中心专
家到场，在市博物馆一楼大厅现场对
市民的藏品进行免费鉴定。

公益鉴宝活动时间为10月7日上
午9:00—11:30，需要进行文物藏品鉴
定的市民可于即日起至10月6日下午
17:00点之前，在滨州市博物馆一楼导
览台扫滨州市博物馆二维码关注并取
号，或电话预约，鉴定当日取号。预约
电话：0543—3215689。

省级文物鉴定专家
10月7日来滨免费鉴宝

尊敬的用电客户：
因供电设施检修，我公司计划在下列时段对以下线路进行停电检修，现将检修线路、停电区域及主要影响客户范围列表公告如下：

备注：1、检修工作有可能比计划时间提前完成，会提前恢复送电，如因天气及不可抗力导致检修工作无法正常进行或延误送电，敬请谅解，请注意恢复送电过程中的用电安全。如有其它用电疑问，请拨打供电
服务热线：95598。

2、双电源及自备电源用户，需切换电源时请提前三天到供电公司办理有关手续。
3、我公司对电网检修工作给您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并将努力缩短停电时间，衷心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

滨城区供电公司
2020年9月29日

序号

1

2

检修线路

110kV青田站10kV高五甲线大张分

支1314开关至末端

35kV尚店站10kV尚工乙线西郊支线

75-9D开关至线路末端；10kV尚工乙

线艾家支23-01D开关至线路末端；

110kV 西郊站：10kV 韩家甲线（待

用）、10kV韩家乙线（待用）

工作时间

10月23日

08:00-14:30

10月27日

08：30-14：30

检修原因

1.大张支线#17杆至末端线路拆除，原路径

新建线路，用户改接至新线路

2.新装开关、驱鸟器、故障指示器、占位器

1.10kV尚工乙线西郊支线、艾家支线部分

用户改接至10kV韩家甲线、韩家乙线

2.10kV尚工乙线西郊支线#14杆处线路开

断，拆除

3.新装开关、驱鸟器、故障指示器、占位器

停电区域

广青路以南

北外环两侧，西

外环以东

主要影响客户范围

滨州高新区第三小学、纯梁油井、董占卫、孙国峰、孙广海、高西村、药丸

村、南李村、南董村、大张村、小张村、郭庙村、大张井井通

双庙赵村、初家村、艾家村、养老院、尚集医院、杨柳雪政府、国家粮库、王

海廷、西孟村农业、福牌生物、金谷生物、封家村、北外环路灯、博翱职业中

专学校、通晟门窗、润泰仁和玻璃厂、大范村、纪委廉洁教育中心、滨城区

交通局

2020年10月份滨城区供电公司电网检修停电公告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任宵 通讯员 董会青 报道）9月
25日，乘第二届滨州市企业家大
会召开之势，滨州市体育局与魏
桥创业集团旗下的山东向尚服
饰文化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将全力支持本市运动品牌

发展壮大。
双方达成合作后，市体育局

将对向尚服饰的产业规划进行
指导，双方还将依据体育赛事活
动优势在运动服饰品牌推广等
方面展开广泛合作实践。

市体育局与向尚服饰
达成战略合作

孙镇一小举行庆“双节”主题活动

国庆节、中秋节将至，邹平
市孙镇第一小学举行了“我们的
节日·中秋”系列主题活动，让师

生感受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时华
顺 摄影）

全市第六届青少年
舞蹈大赛收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