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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数据多走路，让群众少跑
腿。对于借阅服务来说，也应如此。

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严
重冲击，滨州市图书馆坚持数字服
务不打烊，打造了云端阅读厅、网上
互动室，同时新配置图书杀菌机3
台，入馆登记设备1台，人脸测温仪
2台、自助办证机2台、安检设备一
套，增强了设备支撑。

新设备启用后，读者入馆实现
了自动测温、安检进入，图书借阅实
现了身份证自助办证借还、支付宝
信用借还、人脸识别借还、电子读者
证借还等。2021年初，社保卡办证、
信用借还+人脸识别、电子读者证等
新项目又陆续上线，成为市图书馆
功能上新、智慧升级的好助手。

2020 年市图书馆数
字资源总使用量超 1000
万次，其中移动图书馆使
用量达8593650次

市图书馆的数字资源主要包括
网络图书馆、移动图书馆、CNKI学
术资源、考试数据库、书香滨州平
台、电子期刊数据库、电子书数据库
等。2020年，该馆数字资源总使用
量超1000万次，其中网络图书馆使
用量601725次，移动图书馆使用量
8593650 次，CNKI 使用量 736679
次，电子期刊数据库使用量269639
次，考试数据库使用量487422次，
书香滨州阅读平台使用量 51117
次。

2020年 1月24日至3月21日
闭馆期间，市图书馆共计发布微信
推送150余篇，实现了数字服务不
打烊，为读者提供了无边界阅读服
务；推送国图公开课讲座视频精选
8期，共 100场；推送“文旅 e家助
力美好生活”春节服务资源 7期，
共计150部优秀文化作品；推出精
选楹联展一期、新春年俗线上展三
期。

与此同时，市图书馆还推出了
数字展厅、中华连环画、中科教育全
系列数据库、中小学数字图书馆、书
香中国平台、CNKI群艺普及学堂等
六大疫情专项资源供读者免费使
用。后续，又推出滨州云阅读“一网
读尽”服务平台、读联体平台及超星
读书等微信小程序。

此外，还举办了四期疫情知识
问答、“为爱助力——致敬逆行者”

向抗疫天使们线上告白、“疫情中的
冷暖百态”征集、掌上诗词大会、中
华文化线上寻宝大会等多项线上活
动，丰富了市民的宅家生活。2020
年，市图书馆共举办线上活动40余
场，包含线上答题、知识竞赛、征集
活动、在线诵读、线上展览等，阅读
量近1.8万人次，活动参与2000余
人次。

无押金、全免费，馆内
3台一体机和4个馆外智
能书柜让读者办证、借还
书更方便

社保卡办证、借还功能的实现，
意味着市民可以使用社保卡（含电
子社保卡）在市图书馆办理图书借
阅证并借还图书。请注意，这一措

施无押金、全免费，读者只凭一部手
机，无需携带实体证件，即可完成办
证、借还书操作。

据介绍，市图书馆新配备了3台
社保卡办证借还一体机，分别位于
一楼大厅、综合图书借阅室和文史
图书借阅室。位于一楼大厅的一体
机，可实现社保卡办证、还书功能；
位于借阅室的两台一体机，具备社
保卡办证、借还、续借、查询等功能。

办证时，市图书馆支持身份证、
社保卡、电子社保卡等多种手段。
而设置在馆外的智能书柜则支持支
付宝办证，这些智能书柜分别位于
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市政府五楼、
滨州军分区、武警支队。在借还书
过程中，馆内支持身份证、社保卡、
电子社保卡、电子读者证、人脸识
别、支付宝信用借还；馆外智能书柜

支持身份证借还、支付宝信用借还。

市图书馆开通电子读
者证功能，并设有馆外电
子书借阅机6台，提升市民
阅读体验

目前，市图书馆的综合图书借阅
室、文史图书借阅室各有一台借还书
机，它们已完成信用借还与人脸识别
功能升级。如果使用该机器，已成为
市图书馆注册用户的读者直接根据界
面提示绑定或在个人中心中录入人脸
即可，非注册用户可先进行注册。

同时，该馆已开通电子读者证
功能，欢迎市民体验。办理流程如
下：已经在滨州市图书馆微信公众
号办理电子借阅证的读者，可直接
在借还机上扫码借还图书。第一
步，点击屏幕上的“借书”；第二步登
录，将电子读者证二维码放在屏幕
下方的扫码区进行验证，验证成功
后输入读者证密码；第三步借书，将
所借图书放置在机器上，进行借书
登记后，图书借阅完成。

在智能书柜之外，市图书馆还
有馆外电子书借阅机6台，分布于彭
李派出所、授田英才、市西分馆、政
务服务中心、武警支队、北海经济开
发区，每台设备内置 3000 余种图
书，并每周更新，读者使用手机终端
——移动图书馆App，即可扫码下
载电子图书。2020年初，该馆还为
滨州学院附属小学配备朗读亭一
台；2021年初，为滨州实验学校配备
朗读亭一台，助力打造书香校园。

去年市图数字资源总使用量超1000万次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刘清春 通讯员 刘丽华 张丛丛

山东创新金属科技有限公
司生产部部长吴胜利，工作17年
来，牢固树立“没有最好，只有更
好”的理念，高标准对待工作，不
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把每一项生
产任务都打造成精品。他带领
团队先后参与取得7项新型专利
和1项发明专利，2018年被授予

“山东省劳动模范”称号。
勤思好学，追求品质精益求

精。2013年，特殊牌号产品作为
公司首次接触产品规格型号，因
工艺参数不确定，初期生产极易
出现表面缺陷、裂纹、晶粒度不
达标等质量问题。吴胜利一边
研究国标相关数据参数，一边紧
盯现场，通过调整铝液温度、铸
造速度、水压、冷却水温等工艺
参数指标进行小批量试产，一个
个技术难点逐步突破，产品广泛
应用于各种制冷剂的空调系统
和汽车配件系统中。2019年 3
月，为提升搓灰工艺，吴胜利带

领研发团队寻找工艺优化突破
口，经过一个月的研究实验，将
生产工艺由原来用中灰降温改
为用细灰降温，使成品率提高了
0.3%。同时，将中灰进球磨机进
行二次提炼，使铝灰含铝量由原
来的13%降到0.5%。2020年以
来，吴胜利带领研发团队通过升
级原材、优化设备配件、反复试
验总结发明了高表面3C电子产
品专用熔铸新工艺，产品投入市
场后供不应求。

开源节流，不断实现创新突
破。2019年7月，吴胜利将一园
生产车间的行车维保管理由外
包单位运维改为设备部自行运
维，同时带领设备部自行更换工
字钢轨道，保证了设备维修的及
时性和质量，行车自行运维执行
半年就节省维修费用近6万元。
2019年11月，为使新购进的两
台破碎机能够满足公司生产工
艺要求，吴胜利通过技术改革，
在原设备上增加了传送带、滚动
筛、旋臂吊，短短半月改造完毕
并投入生产，为公司有效节约了
原料成本。2020年1月，为加强
生产车间管理，吴胜利优化生产
部组织架构，量化细分班长考核
方式方法，实现生产分级责权利
挂钩机制，极大提高了车间生产
效率。

亮点巡礼亮点巡礼■ 滨州市图书馆 //（二） 吴胜利：把每一项生产任务
都打造成精品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管林忠 通讯员 李花英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州讯（通
讯员 陈小敏 吴占东 报道）为进
一步激发学生爱党、爱国之情，2
月20日，滨州职业学院教育学
院、士官学院的19名师生走进渤
海革命老区纪念园，开展了“传
承红色基因 践行初心使命”纪念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暨“挑
战杯”红色专项社会实践活动，
以实际行动为党的100周年华
诞献礼。活动通过“抖音”平台
全程直播，300余名同学在线接
受红色教育。

在讲解员的引导下，师生们
参观了星火初燃、烽火燎原和烈
火铁流三个展厅。一幅幅珍贵
的历史照片、一尊尊栩栩如生的
人物雕像、一个个诞生在渤海大
地上的传奇故事，让同学们身临
其境，深刻体会到了革命英雄抛
头颅、洒热血，为夺取革命胜利
而英勇献身的伟大精神。活动
中，师生们还认真聆听了渤海革
命老区纪念园相关负责人主讲
的《渤海战旗红》微课堂。

滨职师生开展
红色专项社会实践活动

他是一名退伍军人，从部队复员
后，走上了平凡的城市管理岗位；在
基层工作30年来，他每天穿梭在城
市的大街小巷，牵挂着辖区群众的大
事小情——他，就是滨城区综合行政
执法市东中队四队队长王涛。

2月16日，大年初五，笔者跟随
王涛的脚步，看一看他一天的工作。

市东中队四队一共有4个人，由
王涛担任队长。2月16日早上7点，
他们便开始了一天的忙碌，要赶到
不同路段进行排查。利用赶路的时
间，王涛向队员们讲解了春节期间
排查的各种注意事项。经过10分钟
左右的车程，四人到达巡逻排查的
第一个路段——市东街道的一处商

业街，此区域商户密集，人流量大。
春节期间，王涛每天都要带队到这
里仔细巡查一遍。

“测温枪用完以后，你得把它放
在一个暖和的地方，不然它测出的
温度不准。”“你这灭火器放在门后
边，用时不方便。”……对于这些小
问题的处理，王涛驾轻就熟。他的
上衣口袋里总是装着一支笔和一个
小记事本，遇到需要“回头看”的问
题，他都会一一记清楚，方便后续工
作的开展。

“春节期间，我们从早晨8点半
上班改成现在的7点上班，每天光巡
查队员们的微信步数平均都得到两
万步。”走在路上，四人一列，步伐一

致，藏蓝色的身影成为初春时节街
道上的一抹亮色。

“城市管理事无大小，现在最难
办的不是事，而是人。最让我们无
奈的，是还有很多人对城管工作不
理解，我们只能耐心做工作，使商户
从抗拒到理解再到配合。”对于城市
管理工作，王涛有着自己的理解。

近年来，滨城区大力推行亲情
化城管服务管理模式，实行依法行
政、文明执法、规范管理，逐步化解
了群众的不理解情绪。对此，王涛
既是见证者更是参与者。

市东街道辖区的清怡农贸市场
附近，曾经是占道经营的重灾区，如
今在市东城管队员的耐心工作下，

这里发生了大变样。“几名城管队员
每天都会到这条街上巡查，态度非
常好，工作细致到位，还经常向我们
普及防疫知识和城管注意事项，让
我们改掉了很多坏习惯。因为有了
他们，这条街的秩序变好了，维护得
也非常棒，他们很辛苦，为他们点
赞。”沿街商户范海燕说。

一路走来，王涛说得最多的就
是，“您好，我是滨城城管，谢谢您配
合我们的工作。”一路寒暄，一路劝
导，在他看来，做好城管工作最重要
的就是细心和耐心。王涛表示，在
新的一年，他会继续努力做好本职
工作，服务好辖区居民，为家乡的建
设贡献力量。

滨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市东中队四队队长王涛：

践行亲情化城管服务 赢得商户理解配合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安晓东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敬业敬业

宛平城，北京丰台区一座兴建于
明朝的古城，虽历经多次修复，城墙
上依然布满了密集的枪眼与弹坑。

这座古城和周遭斑驳的创伤，
见证了80多年前那个夜幕里的腥风
血雨：1937年7月7日，日军诡称一
名士兵失踪，悍然向卢沟桥和宛平
城发起猛烈进攻，日本全面侵华战
争爆发。

激烈的枪炮声，打破了宛平城
的宁静，也唤醒了中华民族抗击侵
略的战斗意志。

“七七事变的爆发，标志着日本
全面侵华的开始，也是中国全民族

抗战的开端。它的伟大历史意义在
于，促进了全民族的觉醒，凝聚了全
体中华儿女抗战的磅礴力量。”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研究员李庆
辉说。

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
族危急！面对空前的亡国亡种危
机，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
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呼吁：
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
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
抵抗日寇的侵略。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下，
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正式形成。在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的旗帜下，抗击侵略、救亡图存成
为中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
阶层、各团体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的
共同意志和行动。

“中国共产党成为全面抗战的
中坚力量，发挥中流砥柱作用，主要

原因有3个：一是中国共产党主张建
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打败日
本侵略者的根本保证；二是中国共
产党主张实行全面抗战，广泛发动
和依靠人民群众，提出了全面抗战
的原则，提出了论持久战的方针和
一整套作战方针原则，这是当时敌
后战场的理论指导，也是打败日本
侵略者和取得全民族抗战胜利的重
要保证；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
民武装，广泛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开
辟了广大敌后战场，创建了陕甘宁、
晋察冀等19块主要的抗日根据地。”
李庆辉说。

杨靖宇食棉絮、啃树皮，顽强血
战直至牺牲；赵一曼不畏酷刑，慷慨
就义；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狼牙山
五壮士宁愿跳江跳崖也不向敌人屈
服……英雄们的一次次壮举，汇聚
了中华民族众志成城、抗击日寇的
磅礴力量。

面对侵略者的铁蹄践踏，大江
南北，长城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冒着
敌人的炮火，一往无前、共赴国难，
千千万万爱国将士浴血奋战、视死
如归。华夏九州到处都有“母亲叫
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感人
场景；五洲四海、异国他乡，到处都
有华侨华人“御外侮、挽危亡，愿为
后盾”的积极行动……

“卢沟桥的炮声成为中华民族
抗战总动员的号角，整个中华大地
到处都是抗日的怒火。这种排山倒
海、勇往直前的力量，唤醒了沉睡的
民族魂魄。”李庆辉说。

如今，战争的硝烟已散去，“大
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的铿锵之音，
仍久久回荡在华夏大地。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纪念馆广场上，象征中华
民族觉醒的大型雕塑“卢沟醒狮”巍
然耸立。（新华社北京2月18日电）

七七事变：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开端

1、返工途中如何做？
随身携带备用口罩，乘坐公

共交通工具时，务必全程佩戴口
罩。途中尽量避免用手触摸车
上物品，接触公共物品后，请勿
触摸口、鼻和眼。打喷嚏时用纸
遮住口鼻或采用肘臂遮挡。

2、进入办公楼如何做？
进入办公楼前自觉佩戴口

罩并接受体温检测，体温正常可
入楼工作，并到洗手间进行洗手
（建议使用七步洗手法）。若体
温超过37.3℃，请勿入楼工作，
并告知所在单位，必要时到医院
就诊。

3、进入办公室如何做?
进入办公室后，对地面、桌

面、门把手、电话、水壶（饮水机）
等部位进行彻底清洁消毒（清洁
为主，消毒为辅），保持办公区环
境卫生清洁。

加强通风换气，建议每日通
风2-3次，每次30分钟（如天气
良好，温度适宜，可保持门窗开
启），通风时注意保暖。交谈时
建议人与人之间保持1米以上距
离，保持勤洗手、多饮水，注意个
人卫生习惯，坚持在进食前、如
厕后按照六步法洗手。接待来

访人员时需佩戴口罩。

4、参加会议如何做?
建议佩戴口罩，进入会议室

前进行洗手。开会人员间隔1米
以上。减少集中开会频次，控制
会议时间，会议期间温度适应
时，应开门开窗通风。会议结束
后对桌面、门把手、话筒等高频
接触部位进行清洁消毒（清洁为
主，消毒为辅）。茶具用品建议
先清洗再用蒸煮或食具消毒柜
的方式进行处理。

5、食堂进餐如何做?
食堂工作人员要全程佩戴

口罩，进餐人员进入餐厅后进行
洗手。建议采用错峰用餐，提倡
自助或分餐进食，同向间隔就
坐，控制就餐时间，避免人员密
集。就餐期间应加强通风换气
（如天气良好，温度适宜，可保持
门窗开启），通风时注意保暖。
就餐结束后应对餐桌椅进行清
洁消毒（清洁为主，消毒为辅）。
餐具用品建议先清洗再用蒸煮
或食具消毒柜的方式进行处
理。操作间保持环境清洁干燥，
严禁生食和熟食用品混用，避免
肉类生食。建议营养配餐，清淡
适口。

健康随行过大年
之 节后返工篇（1）

2020年新增读者借阅量占比

读者使用借还一体机轻松借还图书读者使用借还一体机轻松借还图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