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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文化载体 加快河流治理 优化营商环境 做好疫情防控

三河湖镇创新发展助力群众建设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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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镇120亩丹参喜获丰收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郭刚 通讯员 胡德民

牛年新春，滨城区三河湖镇 4.5
万名干部群众在欢度春节的同时，
也早早地谋划实施新的乡村振兴篇
章。大家畅谈着家乡一年来创新发
展的新气象，展望着美好未来，激发
起为家乡进步发展而努力的激情和
热情。
农村新社区兴起楼道文化。2
月 19 日，记者走进 78 岁退休干部
吴振和所住的三河湖社区，老人们
正在凉亭喝茶闲聊，孩子们在广场
上嬉戏玩闹，人人脸上都洋溢着幸
福的笑容。
新春佳节，该镇 77 个行政村大
街小巷张灯结彩，浓浓的年味儿给
回乡团聚的家人们增添了暖意。而
最暖的，莫过于新农村建设项目区
里住进新房的居民。在吴振和家
里，阳台上的四季花开出淡紫色花

朵，与怒放的老来俏斗艳，门口、窗
户上贴着的“福”字，传递着新年气
息。
就在行政村变身社区后，该镇
以建设“楼道文化”为主题，推进社
区文明建设，进一步优化人居环境，
提升小区居民文化修养，营造孝老
爱亲、邻里和睦、团结互助的氛围，
真正实现了
“小楼道里大和谐”
。
河流治理专业管理常态化。2
月 18 日，节后上班第一天，徒骇河
河面打捞员李聚鑫就开始了河面垃
圾清理工作。他说：
“这个活儿既要
细心，更要有耐心。每天都是一样
的活儿，我们也不嫌烦，看见垃圾就
捞，都成习惯了。现在这老老少少
都愿意出来转一转，沿着宽阔清洁
的徒骇河岸走一走，聊聊天，心里别
提多敞亮了。
”
春天在清澈的河水边嬉戏打
闹，夏天在清凉河水里游泳捉鱼虾，
秋天在落叶河岸边散步，冬季在干
净冰面上滑冰……洁净美好的徒骇
河风光得益于去年实施的徒骇河治
理工程。如今，徒骇河两岸靓丽的
生态风光带和秀美的绿色长廊，都

有工作人员日复一日地呵护着。徒
骇河管理中心以生态优先为抓手，
着力抓好改善徒骇河两岸及河道生
态日常管理养护等工作，并进一步
完善管理制度，细化作业流程，提升
精细化管理水平。
优化营商环境让企业办事更便
利。春节过后，三河湖镇行政服务
大厅迎来业务办理高峰期，不少外
出务工、经商人员和放假学生都欣
喜地发现，如今办事越来越快。村
民张志海说：
“ 我之前在外地工作，
现在打算返乡创业，问了身边的朋
友，大家都说现在家乡创业环境越
来越好，政府办事效率越来越高。
年后我准备创业事宜，现在已经在
网上开始填报个人信息了，办事流
程一目了然，
确实太方便了。
”
减环节、压时限、降成本、优服
务，三河湖镇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
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目前已实现企
业开办全程不超过 6 小时，在企业
开办者提交的材料已通过实名认证
签字后，审批时限不超过 2 小时。
根据企业是否需要办理行政许可和
备案的个性化要求，分别推出“快

餐”
“套餐”
“点餐”
服务，帮助企业一
站式完成开办手续及相关许可，加
快企业开办由
“一件事”
向
“整件事”
升级。
做好疫情防控让群众工作生活
更安心。2 月 19 日上午，在三河湖
华联超市入口，工作人员提醒每一
位消费者必须佩戴口罩，出示健康
码，接受体温检测，超市内醒目的区
域都张贴着防疫提醒和每日消杀记
录。据工作人员介绍，超市重点区
域每天消杀 5 次，包括客梯厅、手扶
梯和卫生间，非重点区域每天消杀
3 次，
严格落实好疫情防控措施。
为有效防范聚集性疫情风险，
该镇全体机关干部和广大志愿者强
化疫情防控，尤其市场监管所加强
对人员聚集性场所的日常监督检
查，对所有可能存在会销或人群聚
集风险的场所进行了全面排查，对
所有场所实行台账式、清单化管理，
对每家市场主体实行“定位、定人”
的全面监管，营造群众生产生活的
安全环境。

云端拜年 线上开唱 网上展览

博兴开展系列活动丰富群众春节文化生活
滨州日报/滨州网博兴讯（通讯
员 孙阳 报道）春节期间，博兴县特
别推出了一系列文化活动，让广大
市民和
“就地过年”
的留博人员度过
一个喜庆祥和、健康文明的新春佳
节。
《博兴文化年》让拜年在云端
“潮”起来。腊月二十九，该县文化
和旅游局推出《博兴文化年》专题视
频，将传统的拜年礼节与
“年味”
“年
货”
等民俗相结合，体现了浓郁的博
兴地域特色。参与拍摄的志愿者达
300 余人，视频一经推出便得到广
大群众的认可，网上播放量超过 10
万次，在积极响应“就地过年”的倡

议下，专题视频让大家在浏览资讯
打烊。春节期间，县级公共文化场
时就完成了拜年，不仅记录了浓浓
馆正常免费开放，4000 余名群众纷
的年味，也让拜年在云端
“潮”
起来。 纷“打卡过年”。县文化馆举办“非
音乐戏曲演唱会让广大市民一
物质文化遗产宣传”
“ 木雕线上展
饱耳福。大年初一，
“ 博兴县 2021
览”等活动，县图书馆举办第四届
春节音乐戏曲演唱会”在县剧团通 “赏春意、品书香、暖万家”
“ 全民诗
过线上直播形式举行，通过连接观
词挑战赛”
等活动，县博物馆则举办
看直播的观众达 3 万余人，演唱会
了“佛造像线上展览”等活动，各个
分为流行音乐、美声、戏曲三个板
活动吸引了广大市民热情参与其
块，不仅有柒声乐队的精彩演唱，还
中，感受文化年俗的同时，体验不一
有青年歌手郝晨、董菲菲的加盟助
样的新气象。
阵，还有县剧团的戏曲艺术家的专
同时，各基层文化场馆也热闹
业表演，让广大市民在春节假期一
非凡，从农历腊月二十三到年二十
饱耳福。
九，由县文化和旅游局及十二个镇
各级公共文化场馆春节服务不
街主办的“文化惠民进万家 迎春纳

福送春联”
活动如期举行，将两万余
副饱含祝福的春联和福字送到党员
群众、贫困户家中、疫情防控点、困
难职工手中，既增添了年味，更温暖
了大家。
群众自发性活动为春节增添靓
丽色彩。春节期间，博兴县各个广
场上、公园里、村庄里、工厂内，到处
活跃着一支支由群众自发组织起来
的业余文艺团队，旗袍队、摄影爱好
者、自行车骑行队、轮滑队、武术表
演等团体都以不同方式庆贺新春，
极大地丰富了全县市民的春节文化
生活。

农家书屋
读书热
2021 年 春 节 期 间 ，为
给孩子们营造一个安全 、
快乐的学习读书环境，进
一步提升文学素养，沾化
区富国街道在各村开放农
家书屋免费阅读服务，并
专门安排新时代文明实践
志愿者，辅导孩子们读书
学习，让他们充实愉快地
度过春节假期。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
讯员 贾海宁李秀玲 摄影）

近年来，孙镇在稳定农村耕地
总面积的基础上，以稳妥为前提，
以效益为基础，以持续为目标，实
施“一村一特色”工程，积极培育发
展适合当地、
适应市场、
具有地方特
色的种植项目，
促进现代农业发展，
提高农民收入，
壮大村集体经济。
目前，该镇发展蔬菜大棚、中
药材、瓜果等特色种植 3500 余亩。
今年，
孙镇还将投资 70 万元建设一
村一品展厅，充分展示特色种植产
品，
真正叫响
“清河农鲜”
品牌。

佘家镇开展安全检查
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邵
一娟 通讯员 马士强 报道）针对当
前疫情防控和节后复工复产等实
际情况，无棣县佘家镇坚持疫情防
控、安全生产“两手抓”。连日来，
该镇持续加大对企业的服务指导，
切实保障企业安全有序复工复产。
2 月 19 日 ，该镇成立安全检
查组，先后来到恒福盐化、吉祥烟
花爆竹公司，深入厂区疫情防控监
测点、生产车间、员工食堂，实地察
看防护物资储备，详细了解疫情防
控措施的落实情况，并听取了企业
相关负责人关于疫情防控、企业安

全生产和消防安全的工作汇报，详
细了解了企业复工复产工作安排
和生产运作状况。
检查组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六
个一”安全措施，强化疫情防控、安
全隐患排查、全员安全教育培训、
应急救援保障等重点任务。同时
该镇继续加强与企业的沟通，指
导、协助企业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严格按照文件要求，落实复工备案
制度，严格现场审核，加大安全隐
患排查力度，严防各类事故的发
生，确保企业安全平稳运行。

临池镇开展文明实践活动
传播积极向上正能量
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
讯员 张锦锦 报道）大房村举办第
十二届象棋扑克友谊赛，西高村自
编自演传统民俗迎新年，佛生村自
创“防疫三句半”致敬一线志愿者
……春节期间，邹平市临池镇各文
明实践站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
文化活动，营造了欢乐祥和的节日
氛围。
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该镇文
明实践所迅速行动，开展“打卡实
践站，文明过春节”的社会实践活
动，倡导移风易俗、欢乐祥和过大
年，通过“新春大扫除，文明在行

动”
“走访贫困户，关怀暖人心”
“民
俗年味浓，精彩过大年”等系列主
题活动，引导广大群众度过一个健
康快乐、文明祥和的中国年。
为创建“洁序净美”的镇容村
貌，该镇还发动各村志愿者，开展
环境大清洁、卫生大扫除志愿服务
活动。同时，大学生志愿者兵分三
路，分别到南寺村、北寺村、王家村
开展清理卫生志愿实践，把文明健
康理念带到贫困户家中，传播积极
向上的正能量，也让群众感受到党
委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关爱。

河流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培育一流的投资兴业沃土

开发区加强消防宣传提升市民安全意识
滨州日报/滨州网开发区讯（通
讯员 李洪波 报道）近日，为切实做
好春季消防安全宣传工作，着力提
升市民安全意识，滨州经济开发区
消防救援大队结合辖区实际，整合
资源，多措并举，开展了一系列丰富
多彩的宣传活动，
取得明显成效。
多位宣传，增强民众消防安全
意识。针对春季天气干燥、多风、火
灾多发的实际，该大队采取联合消
防志愿者上门宣传、张贴宣传海报、

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讯
员 李江涛 报道）连日来，在邹平市
孙镇曹王村 120 亩的丹参种植基地
里，
大型收获机来回穿梭，
一簇簇朱
红色的丹参从地里翻出，工人们在
机器翻过的土地上再将丹参进行分
拣、
集中、
装车，
一派丰收繁忙景象。
据 了 解 ，该 基 地 丹 参 亩 产 达
1500 公斤左右，从地里刚刚收获
的丹参经分拣后，直接被药材公司
收购运走。收完丹参，继续种植黄
芩，一年四季都不让土地闲置。

实地指导等形式向村民发放图文并
茂的消防知识宣传彩页，用通俗易
懂的语言向村民讲解预防火灾、逃
生自救、规范报警、正常使用天然
气、预防一氧化碳中毒等消防安全
知识，引导村民在日常生活中安全
用火用电，消除安全隐患。
锁定重点，推动消防宣传深度
进行。该大队结合近期火灾案例向
辖区商户讲解“三合一”场所火灾的
危险性、预防火灾的措施、逃生自救

方法，并现场指导商户如何查改火
灾隐患、如何使用灭火器等消防知
识，同时嘱咐场所负责人要牢固树
立防火安全意识，加强消防安全管
理，严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
杂物，严禁私拉乱接电线，确保自身
及顾客的人身安全。
拓展途径，实现消防宣传全面
覆盖。该大队利用“村村通”大喇叭
数量多、辐射广的优势以及亲切又
硬核的宣传方式，每日早、中、晚各

个时段高频次播放消防安全常识，
引导村民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预
防火灾事故发生。
在宣传过程中，除日常的消防
安全温馨提示外,各村“大喇叭”还
结合本村实际，重点对家庭用火用
电注意事项、发生火灾后如何逃生
自救等内容进行循环播放，让消防
安全知识覆盖到千家万户。

滨州日报/滨州网阳信讯（通
讯员 张倩 报道）近年来，阳信县河
流镇始终坚持“一网通办是标准、
帮办代办是底线”的服务理念，切
实把服务企业发展作为推动全镇
经济发展的生命线来抓，主动作
为，多措并举，精准发力，全面优化
营商环境。
强化服务，落实帮扶。为指导
辖区企业科学抗击疫情，有序复工
复产，做好开工准备，该镇在“一企
一策”原则下，找出企业共性，编制
整套复工复产规范化流程，帮助企
业尽快复工复产。同时，落实复工
物资保障工作，提前备足测温仪、
口罩、消毒水、酒精等防护物资发
放给企业。
帮办代办，节约成本。该镇成
立专业帮办代办队伍，加强业务培

训，从企业代理注册到变更登记，
各项业务工作实现熟练高效。
2020 年，共帮办代办服务企业 15
家，其中注册企业数量 6 家，变更
登记企业 7 家，并协助企业完成立
项、环评、安评等手续，提供了从项
目洽谈、签约落地、公司注册、手续
办理、建设推进等一站式服务。
该镇开展全流程帮办代办服
务，由专业工作人员全流程操作，
企业法人仅需在山东市场监管电
子签名平台网签即可，简化了审批
流程，提高了办事效率，
真正实现企
业开办
“零成本、
零见面、
零距离”
。
此外，
该镇及时收集企业的意见
建议，
全力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发展中
的困难和问题，
为企业及时解决难点
和堵点，
为促进企业和全镇经济发展
培育出一方投资兴业的沃土。

泊头镇开展消防应急演练

邹平强化监管保障春节市场繁荣有序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 （记者 郭
刚 通讯员 张洁 报道） 春节期间，
邹平市场监管局坚持常态化疫情防
控与节日市场监督检查相结合，重
点围绕食品药品安全和市场秩序稳
定两项重点任务，严厉打击违反食
品药品安全、制售假冒伪劣及虚假
宣传等各类违法行为，确保节日期
间市场繁荣有序。
春节期间，该局共出动检查执
法 人 员 602 人 ， 检 查 经 营 户 564

户 ， 检 查 食 品 生 产 经 营 单 位 197
户、特种设备使用单位 61 家、旅
游景区 4 个，检查商场、超市、集
贸市场 245 个，有力维护了节日市
场的稳定有序。
守护舌尖安全，开展了礼盒类
食品专项检查，重点检查各食品经
营单位进货查验记录是否完善、标
签标识是否规范等，坚决杜绝问题
食品流入市场。开展年夜饭供餐单
位专项检查，重点规范其进货查

验、操作加工流程等，督促各供餐
单位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保障设备安全，开展了人流密
集场所电梯及游乐设施运行和应急
处置情况专项检查，有效防范和遏制
节日期间特种设备事故发生，保障全
市特种设备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强化价格督查，切实将明码标
价和禁止价格欺诈的相关规定落实
到位。重点打击不按规定明码标
价、价格欺诈、囤积居奇、哄抬价

格等违法行为，发放价格告诫函，
确保节日期间物价稳定。
持续做好疫情防控，对冷链食
品经营业户、人流量较大的商超和
农贸市场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进
行督导检查，按时组织核酸采样。
检查药店疫情防控工作落实情况，
对药品经营单位处方药、退烧药、
止咳药的销售、录入系统、登记、
报备、追溯情况进行检查，确保各
项疫情防控措施落实到位。

滨州日报/滨州网沾化讯（通讯
员 李帅康 报道）为切实增强群众
安全意识，提高处置应变突发事件
和自防自救互救能力。2 月 19 日，
沾化区泊头镇在辖区内运通石化
加油站开展消防安全应急演练。
通过开展此次演练，进一步提

高了参训人员的消防安全意识，强
化了防灾、减灾、事故处置能力和
火场自救逃生能力。
下一步，
该镇将持续加强辖区安
全防范工作，
把各种安全隐患消灭在
萌芽状态，
真正做到防患于未
“燃”
，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