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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讯 (记者 张子
强 通讯员 张朋 报道)“咱们村今年
光伏收益19.3万元，土地承包费6万
元，养殖小区土地租赁费7.8万元，
再加上其他收入，一年算下来得30
多万呢。”近日，在沾化区利国乡吴
庙村党支部的主题当日活动中，支
部书记韩星合自豪地向全村党员介
绍。

今年以来，利国乡按照“一村一
策、分类实施、梯次推进、整体提升”
的思路，不断增强村级组织“造血”
功能，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努力实
现村村有收入、集体有“活钱”，为乡
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截至目前，利
国乡28个村集体收入全部超过10

万元。
利国乡在各村成立经济股份合

作社的基础上，规范原有村级合作
社，扶持新的合作社发展，领创办合
作社29个。合作社经营项目多样，主
营牛羊养殖、饲料青贮、农产品种
销、农业机械技术作业服务和西瓜
种植、金银花种植等业务。尤其是利
民洼地绵羊繁育、曹坨白蜡苗木、马
营盐松等专业合作社发展前景好、
带动致富能力强。其中，吴庙村利民
洼地绵羊繁育业务，每年能为村集
体增收7.8万元。

利国乡采取“上光下养、光畜互
补”模式，整合全乡28个村和富国、
富源等5个乡镇扶贫资金共计2024

万元，利用大面积连片羊舍棚顶建
成全市最大的村级分布式吴庙
2.5MW光伏扶贫项目，项目年收益
350余万元，全乡392户670人贫困
人口年均光伏收益达到3000元以
上，带动全乡28个村集体收入全部
达5万元以上。同时，将全乡各村各
年度扶贫资金745.8万元打包整合，
集中投入到经济效益好、投资收益
率高的齐鲁浩华果汁、雅士享、昶盛
海产、傲龙畜牧、中央厨房等项目，
实现收益51.76万元，为21个村村
均增收2.46万元。

同时，充分发挥土地资源丰富
优势，村集体将闲置土地发包给本
村群众耕种，有效增加了全乡25个

村集体土地承包收入166万元。通
过引进瑞东农牧、北溪农牧等大型
企业，以每亩地500元的价格流转
土地4700亩，增加崔铺、东五、马
六、马九等5个村增收35万元。同
时，崔铺、孙户2个村开垦平整荒地，
对外租赁经营，分别增收29万元、
20万元。

利国乡党委书记魏书柱表示：
“我们将不断创新发展思路，发挥党
支部领创办合作社优势，积极探索
畜牧产业带动、土地资源盘活、光伏
持续收益等多渠道、多类型、多元化
发展模式，为村集体经济发展插上
腾飞的翅膀。”

利国乡28个村集体收入全部超过10万元

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
讯员 王莎莎 报道）9月26日，邹
平市黛溪街道举行黛溪家园棚
户区改造项目第一标段1号、2
号楼封顶仪式。

黛溪家园项目是邹平市加
快推进老城区改造的一项重点
工程，惠及4个村庄、5000余名
群众。项目自实施以来，黛溪街
道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号召，周
密部署、统筹推进，扎实做好群众
工作，以为民、真诚和实干赢得了
群众的大力支持，各项工作稳步

有序推进。截至目前，第一标段两
栋住宅楼封顶，年底将全部完成
33栋住宅楼的主体施工。

近年来，黛溪街道在抓好各
项工作的同时，始终坚持“老城
变新城、旧城换新颜”理念，着眼
于城市品质提升、人居环境改
善、顺应群众期盼，扎实推进黛
溪家园项目建设。项目总投资
22.5 亿元，涉及滕家、郭庄、西
范、北范4个村，共计1372户，总
用地面积15万平方米，总建筑面
积50万平方米。

黛溪家园棚户区改造项目
年底将全部完成主体施工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
之际，滨城区滨北实验幼
儿园举办“童心绘长卷迎
国庆”活动。

活动现场，亲子围坐
在平铺的长画布旁，发挥
创造力，绘制祖国河山。
通过亲子合力创作、老师
耐心指导，共同完成了百
米画卷绘制。

色彩之间有激情，涂
鸦之中有故景。百米画大
卷的每一个方框、圆圈都
诉说着孩子们纯真的爱国
热情。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郭向春 通讯员 张洪新 段
红燕 摄影）

童心绘长卷
迎国庆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荆常忠 通讯员 宋培毅 报道）“于
老师，今年的冬枣受天气影响座
果率较往年偏低，在后期管理的
时候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
方吗？”在沾化区下洼镇“枣乡
情”特色代表小组代表联络站
里，周边村庄的枣农正在向市人
大代表、沾化冬枣研究所所长于
洪长请教冬枣技术。

下洼镇人大充分结合特色
代表小组活动，定期联系选民，
组织代表“访选民、聚民意、解民
忧”，每名代表通过进站接访、上
门走访、电话联络等方式与选民
保持经常性联系，形成固定联系
与经常性联系、点对点联系与网
格化联系相结合的联系群众新
模式。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下
洼镇人大切实把人大代表组织
起来、作用发挥出来、形象展现
出来，不断提高人大代表联络站
的实效性和影响力。在沾化冬枣

特色代表小组各位代表的建议
和带动下，下洼镇积极推动沾化
冬枣品种结构优化，适度扩大沾
冬2号种植规模；创新实施“沃土
工程”，大力推广运用新技术，走
优质高效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
大力推广应用设施栽培、肥水一
体化等新技术，并实施了以农业
防治、物理防治、生物防治、化学
防治相结合的综合防治方法，全
面系统地控制病虫害的发生。

在日常的联络和联系群众
中，沾化冬枣品质参差不齐问题
多次被选民提及。市人大代表、
特色代表小组品质攻坚战的“急
先锋”孙观朋始终坚持“品质是
沾化冬枣生命线”信念，坚持走
品质制胜之路，科学总结出了

“孙观朋管理模式”。无偿提供了
180多场次的技术授课服务，还
带头成立沾化区同利冬枣专业合
作社。该合作社种植面积1950亩，
年产沾化冬枣2000余吨，人均纯
收入连续数年突破万元大关。

下洼特色人大代表小组
“精准”面向冬枣提建议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邵一娟 通讯员 张志刚报道）360
度旋转的高空热成像双目云台
摄像机辐射半径达3公里范围；
加上后台操作，可以变换任意角
度和距离远近，让3公里范围内
有无秸秆焚烧等情况，全都清楚
地呈现在监控屏幕上。这是秦
皇台乡实施全科大网格“1+2+
3”模式，运用科技手段对秸秆焚
烧实现了全域立体智能监控。

在监控室，该乡安排专职网
格员负责，每天24小时值守，对
重点区域进行排查，发现疑似着

火点，立即交办通过手机App转
给相关社区和网格员，立即到现
场进行核实，直至问题彻底消
除。

据了解，今年，秦皇台乡与
中国铁塔滨州分公司签署战略
合作，投资 150 万元布局建设

“鹰眼”全域立体智能监控系统，
同时，在主要交通要道路口安装
32个低空球机和低空卡口摄像
机，实现对治安监控、车辆跟踪、
人脸识别等功能，全面提升社会
治理水平。

秦皇台乡“鹰眼”监控
全天候巡视秸秆焚烧

滨州日报/滨州网开发区讯（通
讯员张少萌高晓晨报道）滨州经济技
术开发区积极探索“区级领导+专职
帮办代办员+驻企服务员”帮包服务
模式，为企业项目提供“全流程帮办代
办”服务，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新高地。

“我们想尽快在开发区安家落
户。”日前，某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
提出了项目在开发区审批中心注册
的申请。因该项目原在滨城区注
册，涉及由滨城区迁移至开发区的
流程，按正常时间需要5个工作日。

为满足企业迫切的需求，开发区帮
办代办专班办公室立即派出专职帮
办员盯上、靠上，同时启动“区级领
导+专职帮办代办员+驻企服务员”
帮包专班模式，协调区市场监管局，
仅用了一天时间，该食品公司生产
研发总部及分拨中心项目由滨城区
迁移至开发区，在开发区审批中心
打印出了营业执照。

山东水总机电工程有限公司是
国家水利部定点生产水工产品的专
业厂家之一，具有丰富的生产经验

和雄厚的规模生产实力。项目签约
后，开发区迅速成立项目帮包工作
专班，派专职帮办员为项目提供全
程帮办代办服务，在最短的时间内
帮助企业完成公司注册登记、银行
开户，并在2天内协助企业完成项目
的立项。同时，帮助企业快速完成
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建设用
地土地使用证、重型设备安全检测
报告等手续的办理。4月27日，水
总水利工程装备制造项目正式投产
运营，实现用一个半月的时间完成

了项目的厂房租赁整修、公司注册、
立项和各类手续办理，正式投产运
营。截至8月底，该项目生产各类设
备50台套，实现销售收入7000余万
元，缴纳各项税费750余万元。

“全流程帮办代办”改革以来，
开发区通过积极主动的工作作风和
热情耐心的服务态度，努力当好“有
呼必应、无事不扰”的“店小二”，致
力为企业项目提供更加优质、高效、
便捷的服务，得到了企业项目的高
度评价和一致认可。

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积极探索帮办代办服务新模式

有呼必应无事不扰甘当新时代“店小二”

邹平店 地址：邹平市黄山二路95号（原三联家电） 邹平圣豪广场店 地址：邹平市黛溪三路与圣豪时尚购物广场四楼
滨州佳泰家居店 地址：滨州市黄五渤八佳泰家居国美电器 惠民东方店 地址：滨州市惠民县新南门大街60号
博兴店 地址：滨州市博兴县博城五路298号

活动参与门店
本活动最终解释权归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享有

滨州日报/滨州网沾化讯（通
讯员 李颖 李春晓 报道）富源街
道作为农村党员分类管理工作
试点街道，率先在全区召开农村
党员分类管理工作会议，“三个
到位”加大工作力度，力求农村
党员分类管理工作实打实。

正视农村党员差异性，科学
分类到位。制定《农村党员分类
管理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将农
村党员分为农村有职党员、在村
务农务工无职党员、外出务工经
商党员、困难党员、年老体弱党
员5类党员类型。通过全面排
摸，经各村党员会议讨论通过，
街道1236名农村党员中，农村
有职党员236名，占19.1%；在村
务农务工无职党员 702 名，占
56.8%；外出务工经商党员 28
人，占2.3%；困难党员27名，占
2.2%；年老体弱党员243名，占
19.6%。

注重管理办法精准性，管理
举措到位。对在职党员实施“目
标式”管理、对在村务农务工无
职党员实施“定岗式”管理、对在
外务工经商党员实施“跟踪式”
管理、对困难党员实施“帮带式”
管理、对年老体弱党员实施“关
爱式”管理，为不同类型党员干
事创业、履行义务、发挥作用搭
建平台。

突出分类工作特色性，结合
工作到位。在农村党员“评星定
级”工作基础上，根据5个类型重
新确定划分不同类别不同评定
标准，以党员分类管理年度积分
结果为基础，开展农村党员“分
类评星定级”工作，并通过党员
会议、公开栏等形式公示评定结
果，激发农村各类党员积极
性；同时与提高优秀村党组织
书记绩效报酬相结合，与村

“两委”换届工作相结合。

富源街道“三个到位”
分类管理农村党员

滨州日报/滨州网博兴讯（通讯员 张弩 报
道）为确保审批、监管信息无缝对接，有痕联运，
博兴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同各有关部门（单位）运
用信息双向交换机制，进一步深化相对集中行
政许可权改革。

该局通过“网上推送、函告送达、邮寄、短
信、微信”等方式，将办结事项及相关审批信息
在两个工作日内，推送至相应部门（单位），便于
职能部门的后期监管；各部门（单位）将上级部
门下发的涉及行政审批相关事项的文件、最新
工作要求及撤、吊销证照的行政处罚等信息在
两个工作日内通过“公文网、公务邮”函告、转
送、转达县行政审批服务局，相关会议通知、业
务培训等第一时间通过“公文网、公务邮”函告、
传送、转达，并及时电话通知，实现审批与监管
的即时衔接。

双向交换机制的推行，优化了审批与监管
联动运行机制，有效解决了集中审批部门与事
中事后监管部门联动衔接不足等问题。

博兴县行政审批服务
推行信息双向交换机制
实现了审批与监管的即时衔接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刚 通讯员 胡德民 报道）“国
庆、中秋”双节来临之际，三河湖
镇召开了全镇基层党组织书记
警示教育大会，将廉政警示教育
延伸到社区村居，提醒党员干部
绷紧“纪律弦”。

今年以来，三河湖镇纪委紧
密结合农村干部思想状况实际
和工作、生活特点，围绕党纪党
规和中心工作，组织村支部书记
集中到廉政警示教育基地参观
学习，针对2019年村级巡察发

现的问题开展专题教育，针对扶
贫领域开展违纪违法案例剖析，
警示教育成为了党员干部的“必
修课”。

“农村党组织与群众关系最
密切，做实农村干部廉政警示教
育，治理基层微腐败，事关群众
切身利益。”三河湖镇党委书记
孙宏博表示，将持续聚焦“怎么
干事、怎么用权、怎么服务”等问
题，强化教育引导，持续将警示
教育送到村级组织，进一步筑牢
基层党员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

三河湖镇拧紧节庆基层
党员干部拒腐防变安全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