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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田
中岳 通讯员 高小刚 刘旭蕊 李志
玲 报道）滨城区北镇街道党工委
探索实施党员分类管理，划分离
退休党员“传帮型”、流动党员“跟
踪型”、小区党员“岗位型”、在职
党员“双重型”四类，结合共产党
员“三亮三树”活动，探索实现各
类型党员齐“亮牌”，促进党员作
用发挥，让广大群众以先锋为镜，
学有榜样、行有示范。

传帮带，发挥老党员
“银辉”余热，架起居民
“连心桥”

北镇街道作为滨城区老工业
基地，离退休职工多，党员年龄
结构偏大，随着国有企业、机关
事业单位离退休党员陆续移交
社区管理，党员的年龄结构老化
进一步加大。针对这种情况，街
道党工委实行传帮管理，持续探
索发挥“银辉”余热。在“红色家
园”实施工程中，将威望高、素质
好的离退休党员推选为小区（网
格）党支部书记，发挥和调动离退
休干部的主观能动性，引导其发
挥经验优势、专业优势和人脉优
势。

李光家老人今年72岁，是城
建集团的离退休党员，如今也是
城建集团宿舍小区党支部书记。
自被推选为小区党支部书记后，
他经常组织小区内老党员、老干
部茶余饭后在小区、楼道口走一
走、看一看，唠嗑拉呱中小区内大
大小小的麻烦事、难事都解决
了。他带领着党员们组成的志愿
服务队化身环保员、巡逻员、宣传
员，清理道路垃圾，组织老年文体
活动，慰问生病老龄党员。

管扶持，跟踪流动党
员“实时动态”，挂起经营
“金招牌”

北镇街道专业市场多，流动
党员、口袋党员多，为解决这一问
题，北镇街道探索流动党员“实时
跟踪、动态管理、亮牌经营、市场
扶持”制度，将市场上的流动党员
全部纳入规范化管理中来。

街道成立市场综合党委设立市
场流动党员登记窗口，开展“党员找
组织、组织召党员、党员联党员”活
动。建强市场“三支红色队伍”，成
立6个市场党支部，引导支部党员商
户主动签订诚信承诺书。六街水产
市场的兴林餐饮食材的党员商户赵
兴林在签承诺书时激动地说：“终于
找到组织了，我感觉肩上更沉了，以
后经营我一定更严格要求自己，诚
信经营，让顾客来店里消费更放
心！”

为了促进流动党员发挥先锋作
用，新兴市场党支部书记耿永房与
市场党建指导员、社区网格员主动
放弃休息时间，接连三天在新兴市
场内调研，形成《新兴市场党员责

任区示意图》，让党员主动认领、
自治自管。实施“五必访五必谈”
制度，党员作为第一责任人，督促
责任区内的商户和群众积极主动
参与安全隐患排查、文明城创建
等工作。截至目前，各市场党员
经营户亮牌经营118户，评选“党
员示范店”15个，“党员先锋岗”
23 个，共签订《“党旗领航·诚信
经营”共产党员经营户承诺书》
182 份，划定党员责任区 91 个。
党员经营户成为普通商户羡慕的
身份，也成为全面提升市容市貌，
为居民消费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的主力军。街道还打造市场党群
服务中心，整合党员管理、税收代
缴、创业指导、电商培训、金融扶持

等内容，不断提高管理能力和服务
水平。

治管服，引导直管党
员自治自理，搭起小区“便
民环”

直管党员作为街道党员的“主
要成员”，从组织生活到党员档案
均在街道“一本、一表、一库”制度
的全方位规范管理下。为促进其
发挥作用，今年北镇街道将居住在
辖区的直管党员，按照居住小区，
成立小区（网格）党支部，同时积极
吸纳居住地党员进入党组织，并根
据党员自身专业、爱好，设立“安宁
卫士”“文艺活动”“技能培训”

“环境整治”等岗位，推行“一人一

岗”管理。截至目前，北镇街道共
在 72 个小区成立 60 个网格（小
区）党支部、78 支党员志愿服务
队，划分党员责任区625个，为居
民群众提供电器维修等各类型志
愿服务。

根据“红色家园”“红色物业”
建设要求，直管党员将成为基层治
理力量的领头雁和主力军。北镇
街道以小区党支部为核心，全面整
合业委会、物业、网格各方力量，开
展“亮牌践诺”活动，设置党员公示
栏，亮明身份、公开联系方式，搭起
小区管理和服务的“便民环”，让居
民有诉求的时候找得到人、办得了
事。金翠园小区张德利老人，今年
66岁，是一名有着40多年党龄的

老党员，他主动到社区要求加入志
愿小组。张德利说：“作为一名党
员，虽然退休了，但我觉得自己还
没老，还是想为群众、为小区多做
点事情。”

心连心，坚持在职党
员“双报到”，系起共建
“红纽带”

北镇街道各社区结合辖区资
源，梳理居民需求共制定需求清单
10大类168项，与38个“双报到”
单位制定共驻共建项目82项，签
订《共建协议书》38份。通过“双
报到”活动，千余名在职党员过上
了“双重”组织生活，接受社区规范
管理，从制度上强化了在职党员的
身份意识和示范作用。

瑞兴小区是一个老旧无人管
理小区，存在诸多安全隐患。
2019年夏天，交运社区“双报到”
单位城建集团、市政工程总公司
得知这些情况后，47名在职党员
主动到该小区查看具体情况，修
剪绿化冬青，修补破损路面和井
盖、围挡等等。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在职党员
的管理，街道探索丰富“微心愿”等
在职党员作用发挥的新路径，着力
构建“工作在单位、服务在社区、奉
献双岗位”机制。报到单位的在职
党员走进小区、社区，沉下来、融进
去，一场场活动为老百姓带来了实
实在在的好处，拉近了党员干部与
老百姓之间的距离。同时也为社
区党建工作带来了新思想、新思
路、新资源，弥补了社区资源的不
足，社区居民的幸福指数也在不断
提升。

“四型”党员分类管理，管的不
仅是组织关系和党员档案，更重要
的是管出一颗为民服务的真心。
共产党员不仅仅是一个光荣称号，
更意味着一种神圣的责任和崇高
的精神力量。北镇街道全体党员
将时时刻刻加强党员管理、明晰党
员身份，让党员成为农村、小区、市
场中的一面旗帜、一盏明灯，在助
推北镇高质量发展上积极作为、勇
于担当！

北镇街道：党员分类管理 激发红色动力

各类型党员齐心合力开展疫情防
控，党员分类管理出实效。

区直机关工委、区委党校、共青团
滨城区委、区卫健局、区统计局、春晓社
区海得汽配城党支部、中海物流党支
部、同丰建设党支部党员在春晓社区共
同开展“点亮微心愿 幸福在春晓”圆梦
活动，党员们纷纷认领困难职工、孤寡
老人及留守儿童的微心愿，并为33个微
心愿家庭送上圆梦物品。

化工社区召开党建联席会议，党员网格员、工作人员、小区物业人员等聚在一起，引导直管党员在小区自
治自理，实现基层治理中的组织合力。

2020 年 10 月，市 12345 政务
服务热线共受理群众诉求 51735
件，同比去年增长44.92%，环比9
月降低1.02%；转交有关部门单位
办 理 21776 件 ，环 比 9 月 降 低
1.00%；按时办结率为99.54%，环比
9 月增长 1.17%；群众满意率为
95.66%，环比9月增长0.96%。

省“接诉即办”平台派发的涉企
诉求，自5月11日以来共接转227

件，已上报207件，其中10月份接
转41件，已上报42件，19件正在办
理中，退回重办14件。“闪电新闻”
客户端网友问答共受理183条，已
答复150条。

消费维权、拖欠工资、村内管
理、物业管理、教育管理五个方面诉
求量较大，占诉求总量的28.51%。

1.消费维权，共受理3350件，
占6.48%。主要涉及侵害消费者合

法权益的投诉举报等方面。
2.拖欠工资，共受理3331件，

占6.44%。主要涉及农民工工资拖
欠、企业拖欠职工工资等方面。

3.村内管理，共受理3169件，
占 6.13%。主要涉及村内事务管
理、村民对村内管理工作的意见和
建议等方面。

4.物业管理，共受理2865件，
占5.54%。主要涉及物业服务、维

修资金和装饰装修等方面。
5.教育管理，共受理2036件，

占3.94%。主要涉及教学管理、学
生负担和校园安全等方面。

滨州市12345热线督办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11月9日

关于2020年10月市12345政务服务热线
工作情况的通报

遗失声明
联系电话：3186726 18654306492

滨州市沾化区百事康生物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公 章 ，编 码 ：
3723250011872，因印章遗
失，声明作废，且寻回后不再使用。

邹平市黛溪街道办事处丢

失山东省非税收入通用票据第
4 联 ， 票 号 ：
A101104501060，声明作废。

滨州同力教育咨询有限公
司 公 章 ， 编 码 ：
3723013008553，因印章遗
失，声明作废，且寻回后不再使用。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0年11月

26 日 10:30 在 中 拍 平 台（http://

paimai.caa123.org.cn）对别克牌小型

轿车一台、奥迪牌小型轿车一台进行公

开拍卖。详细拍卖信息见滨州博兴县公

共 资 源 交 易 中 心（http://boxing.

ggzyjy.binzhou.gov.cn/bxweb/）。

金诺国际拍卖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19日

金诺国际拍卖集团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金国拍公字【2020】第344号

受有关单位委托，我中心定于2020
年11月26日上午10时起在滨州公共资
源 产 权 交 易 大 厅（http://ggzyjy.
binzhou.gov.cn/bzweb/）以网络动态
报价方式公开处置公务用车一宗（雅阁
等），所拍卖车辆不含号牌。自由报价
期：自2020年11月19日10时起，限时
报价期：自2020年11月26日10时起。

竞买申请人须提前注册登录滨州
公共资源产权交易大厅提交竞买申请，
自动获取账号并按要求足额缴纳竞买保
证金。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2020
年11月25日16时（以银行到账时间为
准）。本次公告所涉及资产只接受网上

竞买申请，通过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即
时到账（竞买申请人名称和交款方名称
须一致）。

竞得入选人须在竞价结束后登陆
竞价平台进行身份验证，同时下载成交
确认书并在买受人处盖章（或签字），携
带本人（单位）有效身份证件及复印件到
标的所在单位办理成交确认手续。

标的展示时间：2020 年 11 月 23
日--11月25日

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咨 询 电 话 ： 0543—3165921

3165536
中心地址：滨州市黄河八路355号

滨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0年11月19日

国有资产处置公告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樊
飞 通讯员 成锐 报道）11月11日，
滨州市保险行业协会换届大会
暨第六届一次会员大会在滨州
大饭店召开，选举产生了第六届
理事会主要负责人。中国人寿
滨州分公司副总经理（主持工
作）张秋云当选第六届协会会
长；滨州银保监分局一级主任科
员赵景刚当选第六届协会专职
副会长；李防修当选秘书长；滨
州银保监分局二级主任科员李亮
当选监事长。

会议审议通过了《滨州市保险
行业协会第五届理事会工作报告》
《滨州市保险行业协会第五届理事
会财务收支情况报告》《关于修改
滨州市保险行业协会章程的说明》
《滨州市保险行业协会第六届会员
大会选举办法》等内容。

新当选会长张秋云在会上致
辞，表示将进一步发挥协会职能，

积极服务大局，推动保险业创新发
展，强化落实监管部门要求，引导
行业严格遵守各项监管规定及自
律公约，凝聚发展合力，同时，不断
加强协会自身规范化建设，切实提
高专业工作水平，努力推进我市保
险业高质量发展。

滨州银保监分局局长魏健肯
定了五届理事会取得的工作成
绩，围绕发挥协会职能，坚守自
律合规，提升协会规范化建设对
协会及保险业提出要求。他强
调，协会要聚焦党的领导和建
设，提高政治站位，积极发挥纽
带作用，展示行业良好形象。全
市保险业要坚守合规，凝聚共
识，增强服务经济社会能力、增
强风险防范化解能力。新一届
理事会，要加强管理，规范运作，
在新的起点上扬帆起航再出发，
努力为辖区保险业改革发展作
出新贡献。

市保险行业协会
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