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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
讯员 田辉 报道）近日，邹平经济技
术开发区实验学校第一届田径运
动会在崭新的操场火热举行。

据介绍，邹平经济技术开发区
实验学校首届运动会共设60米、
100米、200米、400米、800米、实
心球、立定跳远及一二年级趣味运
动等多个项目。开展首届田径运

动会是学校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弘
扬中华体育精神、实施阳光体育运
动的一项重要举措。

今后，该校将不断坚持“九年
成就一生”办学理念，帮助学生在
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
健全人格、锤炼意志，推动学生文
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

邹平经开区实验学校
新校园举办首届田运会

秋收冬藏，初冬时节的乡村，农家
院落内外的“金黄”昭示着一年的好收
成。然而此时，走进邹平市九户镇道
民村润道种植专业合作社社员们家
中，却不见了往年晾晒玉米的场景。

“合作社种植的240亩玉米早
在10月份就做了玉米青储，一次性
出售给养牛大户，省时省力不减
收。”村支书张动笑着向记者介绍，
这要多亏徐书记引导、支持村里探
索开展的“党支部+农户+供销社”
模式，实现了村民稳定增收，村集体
经济发展壮大。

张动所说的徐书记是市派“第
一书记”徐成刚。去年7月，徐成刚
牢记组织重托，从滨州市供销社来
到道民村。工作“阵地”变了，但认
真、踏实的作风未变。他迅速融入、
全身心投入到道民村发展之中，积
极协助村里加强组织建设、壮大村
集体经济，使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选出坚强有力村“两
委”班子，补齐村内组织建
设短板

今年初，道民村原村支书因身体
原因提出辞职。作为“第一书记”的

徐成刚在积极投身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的同时，广泛征求村“两委”、
党员群众意见寻找新的“带头人”。

这时，退伍军人出身的村“两
委”成员张动进入其视野。在反复
斟酌、征求意见基础上，经推荐、组
织考察等系列程序，4月底，年富力
强的张动正式出任村党支部书记。

张动一上任，就显现出很强的
工作能力和魄力。“很多工作时间
紧、任务重，我就逐门逐户一遍遍做
工作，苦口婆心分析、劝导村民处理
好个人暂时利益与全村整体利益的
关系，确保了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张动表示。

今年10月，道民村顺利完成村
支书、村委主任“一肩挑”，进一步增
强了村“两委”战斗力、凝聚力，村民
空前团结。

驻村伊始，道民村简陋不堪的
原村“两委”办公室让徐成刚动容。
经其积极汇报、协调，在邹平市委组
织部、九户镇镇委镇政府以及滨州
市供销社大力支持、帮助下，当年
10月底新办公室动工。今年3月，
投资20余万元的村“两委”新办公
室顺利建成启用，并实现“三会一
课”、民主评议党员等规章制度，以
及新时代文明实践等内容一应上
墙。

基层党组织作为贯彻落实党中
央、省市委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
里”，补齐各种短板，提升战斗堡垒
作用尤为重要。去年以来，徐成刚
积极引导村“两委”、党员群众实现

各项学习教育常态化；完善制度，加
强流动党员管理；先后4次组织村

“两委”成员、党员代表、入党积极分
子到党员教育基地参观学习，接受
再教育。

“党支部+供销社+农
户”实现三方共赢，壮大村
集体经济

有人办事，还得有钱办事。作
为粮食种植传统村，道民村村集体
收入几近为零，没有村集体积累的
窘境让徐成刚寝食难安。

遇到难题找组织。徐成刚向派
驻单位滨州市供销社发出“求助”，
并得到单位主要领导高度重视。经
座谈协商，邹平市供销社主动提出
通过成立种植专业合作社形式，帮
助道民村增加集体收入。

2019年10月，经村“两委”、村
民代表广泛讨论，道民村以“党支
部+供销社+农户”形式注册成立邹
平市润道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具
体运作方式为，由邹平市供销社全
面运营、道民村党支部辅助管理，按
照“8721”模式运营，即，对参股农
户先付费再施种，每亩800元一次
性先行付费，从而保证农户收益，年
终纯利润供销社占7成，村集体占2
成，党支部委托一到两位管理者，拿
出1成作为酬劳。

风调雨顺，加之邹平市供销社
和村“两委”的高效管理，今年夏收，

润道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200多亩
小麦亩产最高达到650公斤，平均亩
产1100多斤。远近闻名的“碱场道
磨子（道民村之前叫道磨子村，土地
盐碱化较重）”创出了少有的高产。

“供销社多年来积极服务‘三农
’，积累了丰富种植经验，像机械化
播种和浇地、无人机病虫害飞防等
耕种收各环节全部实现机械化。”徐
成刚介绍，今年夏收，240亩小麦仅
一天就收割完毕，同时入仓。秋季
玉米则鉴于晾晒场地受限，做了玉
米青储。

规模化、科学化种植降低了种
植、管理成本，提升了产出效益，经
测算，经过一年的经营，抛去各种成
本后合作社纯利润达10万元。按
照约定的分成比例，道民村村集体
仅此一项可增收2万元。

徐成刚还积极引导村“两委”盘
活路边沟坎、房前屋后、边边角角等
闲置土地，探讨集体利用或承包经
营方式，培植成为村集体收入新的
增长点。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积极提质扩
面；引导种地大户科学种植，发展订
单农业；建设文化健身广场，组织文
体活动，宣传孝文化、红色文化，组
织“我的道民梦”征文活动；夯实脱
贫攻坚，建立困难群众联系制度，经
常性走访送温暖，扶贫、扶志、扶智
相结合……如今的道民村正朝着产
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
有效、生活富裕的方向阔步前进。

市派“第一书记”徐成刚：

筑牢基层坚强堡垒 党建引领强村富民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李淑霞

11月15日，沾化区滨海镇新时代
文明志愿者杨晓华为窗口单位工作者
讲“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

连日来，沾化区滨海镇通过组
织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成立理
论宣讲团、五中全会知识讲座、视
频公开课、微信公众号等线上、线

下多种形式，进机关、进企业、进农
村、进校园、进工地、进商户，与群
众屏对屏、心连心，把党十九届五
中全会精神传进百业千家，各行各
业的学习热情持续升温。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刘雪
鹏 通讯员 宋豪威 李宗越 摄影）

五中全会精神传进百业千家

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讯
员 张宗帅 曹晓丽 报道）11月12
日，邹平市青阳镇青阳村8岁的小朋
友韩蕊萱家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
他们是青阳镇的醴泉义工志愿者。
他们给韩蕊萱带来了书包、文具、台
灯、床上四件套等爱心大礼包。

在邹平团市委的大力支持下，
韩蕊萱成为青阳镇首批“希望小
屋”的受益者。在她的“希望小
屋”里，志愿者们忙着给她整理被
褥，收拾书桌，又和她一起聊天，询

问她的学习和生活情况，鼓励她健
康快乐地学习成长。腼腆的小姑
娘看着叔叔阿姨忙碌着，喜悦和激
动之情洋溢在脸上。

一方空间，盛一份快乐；一间小
屋，圆一个梦想。自“希望小屋”捐
建以来，青阳镇积极响应、主动作
为，破解难题，各项工作扎实推进，
组织捐款用于“希望小屋”建设。目
前，青阳镇建成“希望小屋”2处，让
困境孩子们拥有了自己独立的学习
生活空间，健康成长成才。

捐建“希望小屋”护航儿童成长

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遗失声明
联系电话：3186726 18654306492

滨州弘毅影视培训学校民办学
校办学许可证副本丢失，证号：教民
137230170000298号，声明作废。

何青林丢失红星美凯龙惠民开
发区商场2017年11月19日开具的
质保金收款收据1张，金额：15000
元，票号：03122688，声明作废。

无棣县车王镇吉祥大饼老豆腐
店山东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登记证
丢失，证号：小餐饮C162300400，
声明作废。

阳信县泽辉冷藏物流运输有限
公司鲁MGS86挂（黄色）道路运输
证丢失，证号：371622307233，声
明作废。

滨州市海纳帮扶信息服务有限
公司公章，编码：3723013018503，
因印章遗失，声明作废，且寻回后不
再使用。

滨州市海纳帮扶信息服务有限

公 司 财 务 专 用 章 ，编 码 ：
3723013018504，因印章遗失，声
明作废，且寻回后不再使用。

高宝龙丢失博兴县交运驾驶员
培训有限公司开具的山东增值税普
通 发 票 发 票 联 ，发 票 代 码 ：
3700162320， 发 票 号 码 ：
28986889，声明作废。

无棣县老酒坊酒水批发部公章，
编码：3723243006533，因印章遗
失，声明作废，且寻回后不再使用。

滨州市快递行业协会社会团体
法人登记证书正、副本丢失，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1371600MJE9914196， 声 明
作废。

山东无棣瑞福医药连锁有限公
司第五十三店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
丢 失 ， 许 可 证 编 号 ：
JY13716240005878，声明作废。

滨州市红十字会开户许可证副
本 丢 失 ， 核 准 号 ：
Z4660000112303，声明作废。

寻找弃婴生父母公告
2018年9月25日在博兴县纯化镇

熊家村捡拾女性弃婴一名，身体健康。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有效
证件于2021年1月17日前与博兴县民
政局收养登记处联系，联系电话：

2260317，联系地址：博兴县新城一路579号。
即日起60日内无人认领者，孩子将被依法安
置。特此公告

博兴县民政局
2020年11月17日

寻找弃婴生父母公告
2019年4月1日在博兴县锦秋办事

处西关滨河花园捡拾男性弃婴一名，身体
健康。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
持有效证件于2021年1月17日前与博
兴县民政局收养登记处联系，联系电话：

2260317，联系地址：博兴县新城一路579号。即
日起60日内无人认领者，孩子将被依法安置。特
此公告

博兴县民政局
2020年11月17日

因G25长深高速大高收费站收费天棚修缮工程施工需要，
为保障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山东省高速公路交通安全条例》等法律法规，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高速公路管理部门联合决定对施工路段实
行封闭施工，公告如下：

一、封闭内容
G25长深高速大高收费站出入口双向封闭。
二、封闭时间及绕行建议
封闭时间：
2020年11月21日8时至2020年11月29日8时，G25

长深高速大高收费站出入口双向封闭。
绕行建议：
1.G25长深高速北京方向行驶需在大高收费站下高速的

车辆，在杨柳雪枢纽立交、滨州北收费站出高速绕行国省道。

2.G18荣乌高速、G25长深高速淄博方向行驶需在大高
收费站下高速的车辆，在沙洼枢纽立交、古城收费站出高速绕
行国省道。

3.出行需在G25长深高速大高收费站上高速的，请绕行
G205国道滨德高速无棣东收费站上高速。

三、其他事项
1.请广大驾驶人员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合理安排绕行路

线，按照交通标志提示行驶。
2.若封闭方案发生变动，将另行发布相关信息。、
道路施工封闭期间，给您的出行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滨州市公安局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支队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滨州分公司

2020年11月17日

关于G25长深高速大高收费站收费天棚
修缮工程施工期间收费站出入口双向封闭的公告

11月12日，阳信寰宇盛大骨雕有
限公司骨雕匠人赵玉海通过对牛骨
进行精“雕”细“刻”，一款精美绝伦、
精湛时尚、栩栩如生的雕刻作品制作
完成，精雕细琢间尽显“牛”魅力。

阳信县是中国第一“牛”县，全县肉
牛存栏27余万头，畜牧业总产值达550亿
元，该县积极探索创新，打造牛骨雕刻文
创产业，牛骨雕刻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
的新路。

近年来，阳信县紧紧围绕“五五
战略”总体部署，以“新六产”推动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四新”促

“四化”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为重点，通
过种养一体化扩大规模夯实一产，扶
持壮大规模企业做强二产，招才引
智、文化引领服务业膨胀三产等有效
措施，促进一、二、三产深度融合、跨
界发展。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王洪
磊 摄影）

阳信骨雕催生牛产业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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