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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博兴讯（通
讯员 纪泽龙 报道）4月16日，博兴
县兴福镇民政办联合应急办、消防
救援站到镇域内三个养老机构开
展消防安全演练。

演练前，结合养老机构实际，
针对春、夏季防灾重点，消防救援
站宣教人员采用深入浅出、通俗易
懂的培训方式向老人和工作人员
详细讲解了初期火灾扑救知识、逃
生办法、火灾隐患点、灭火器材的
规范使用等注意事项，并进行了现
场示范。

养老机构全体职工及院民认
真学习灭火器、消防栓、疏散通道、
指示标志、应急照明灯等消防器材
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并在火盆中
点燃汽油废木料模拟火灾现场，在

消防人员的指导下，养老机构工作
人员和院民轮流拿着干粉灭火器，
以规范的动作，快速将火彻底扑
灭。培训结束后，模拟养老机构发
生火灾，演练人员根据分工协助养
老机构老人按照规范的逃生办法
紧张有序地撤离宿舍，疏散到安全
开阔区域，并讲解了疏散注意事项
和正确处置方法。

通过此次消防演练，养老机构
工作人员和院民能够熟练地掌握
灭火器的使用步骤和覆盖窒息灭
火方法，不仅学到了消防安全知
识，还提高了安全自救和自我保护
能力，有效提高了镇域养老机构消
防安全管理意识，将安全防范工作
落到了实处。

滨州日报/滨州网博兴讯（通
讯员 崔琪 报道）为深入推进党史
学习教育，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
实事”活动，加大医保政策宣传力
度，连日来，博兴县吕艺镇医保办
积极行动，进村入户，开展了一系
列医保政策宣传活动，以实际行动
搭建起为民服务的连心桥。

该办工作人员在集贸市场开
展了以“贯彻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
管条例，依法打击欺诈骗保行为”
活动，通过设置咨询台、发放宣传
材料等形式，向群众宣传解读《医

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
医保政策、欺诈骗保典型案例等，
引导群众了解基本医疗保险、医疗
救助等政策及居民转诊就医业务
经办流程。同时，邀请医保局专家
在老年公寓为老人及医护人员宣
讲普及医保相关知识。

下一步，该办将以此次活动为
契机，继续当好医保政策的宣传员、
群众心声的倾听者，解读医保政策，
听取民声建议，将医保惠民政策送
进千家万户，切实为群众办好事，办
实事，提高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

吕艺镇医保宣传进乡村
搭建起为民服务连心桥

滨州日报/滨州网沾化讯（通
讯员 耿亮 赵相龙 报道）百年征程
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新。为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4
月23日，沾化区古城镇组织辖区
内市、区、镇三级人大代表走进古
城镇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开展“学党
史、知党恩、颂党情、跟党走”主题
教育活动。

在活动现场，代表们学习了党
的百年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重温
井冈山精神、红船精神。大家一致
认为，学习党史，是增强历史自觉、
夯实思想根基的重要载体，是汲取

历史智慧、凝聚奋进力量的有效途
径，是强化历史担当、践行初心使
命的生动实践，是把握历史规律、
永葆生机活力的必然要求。作为
基层人大代表，要始终牢记初心使
命，听民声、传民意、解民忧，切实
发挥人大代表应有的作用。

代表们纷纷表示，要把学习党
史与自身职能职责紧密联系起来，
保持人大工作与时俱进，把学习党
史取得的思想成果转化为履职尽
责的实际成效，更好地为人民群众
服务，为古城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作出更大贡献。

古城镇人大开展
学党史主题教育活动

兴福镇举行消防演练
筑牢养老机构安全屏障

近年来，沾化区大高镇大力
实施“雁归工程”，围绕“产业带
动，人才驱动，三产联动”，积极
发展“一村一品”特色经济，先后
涌现出了冬枣、樱桃、葡萄等水
果种植及渔网加工等多个特色
产业发展村。

该镇南陈村李景枝夫妇就
是在返乡创业人大代表的建议
指导下，建起三亩樱桃大棚，年
收入达 20 万元，真正实现了致
富奔小康。图为 4 月 20 日李景
枝（前）正在采摘成熟大樱桃。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刘国青 摄影）

实施实施““雁归工程雁归工程””
助力村民增收助力村民增收 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

讯员 张锦锦 宫汝月 报道）“健康
的生活方式，包括合理膳食、适量
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等方面，
大家要劳逸结合，每天保证8小时
睡眠……”4月14日，邹平市临池
镇大集上，该镇卫健办工作人员正
为过往群众详细讲解健康生活知
识。不远处，几名医护人员正忙着
为老人测量血压，耐心细致地接受
群众咨询。

为进一步强化群众健康意识，
巩固疫情防控成果，临池镇卫健
办以第33个“爱国卫生月”为契
机，结合国家卫生镇创建工作，
组织开展健康知识进村居、新冠
疫苗接种宣传、村居清洁运动等
系列活动，引导群众强化卫生意
识，自觉参与爱国卫生运动，积
极接种新冠疫苗，为巩固疫情防

控成果贡献力量。
活动中，工作人员走进村居

社区、集贸市场等地，通过发放
宣传手册、接种新冠疫苗明白
纸，普及卫生科学、疫苗接种等
相关知识，提高群众健康意识，
指导群众尤其是老年人养成健
康饮食习惯；解决群众疑问，打
消群众疫苗接种顾虑，强化卫生
观念，引导群众进行卫生环境大
扫除，消除卫生死角，全面推进

“健康临池”建设。
据悉，截至4月24日，该镇卫

健办共发放健康知识手册等相关
宣传材料1万余份，接种新冠疫苗
2472剂次。下一步，该镇将持续
做好健康知识普及和新冠疫苗接
种宣传、分类登记工作，为广大人
民群众健康保驾护航。

临池镇开展
“爱国卫生月”活动

近年来，邹平市台子镇紧抓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
机遇，以齐东历史文化为底色，以生
态文明建设为抓手，全面推动沿黄
高质量发展。根据该镇沿黄发展总
规划，聚焦党建“红”引领生态“绿”，
全力推进沿黄生态旅游核心区建
设，主要打造“一点一田一园一廊
道”，从而实现沿黄资源从“沉睡”到

“唤醒”，村容村貌从“农村”到“家
园”的逐步转变。

“一点”筑魂
齐东古城遗址公园，地处国家

级黄河水利风景区内，坐落于齐东
古城旧址，占地面积220余亩，该项
目以齐东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
的保护与传承为主线，依托镇属国
有企业管理运营，通过“一点”的打
造助力沿黄生态保护和全域旅游发
展，擦亮“齐东故地、醉美台子”沿黄
旅游品牌。

据了解，齐东古城遗址公园一
期于2020年2月投资建设，5月建
设完成，10月正式开园，总投资360

余万元。公园将原来的两个村坟地、
低效杨树林地进行全面改造，采用
多树种、景观化、组团式绿化方法，
种植法桐、海棠、金枝槐等乔木
9051株，栽植扶芳藤球、小叶女贞
球、丛生紫薇等灌木3267株，培植
月季、松果菊等色带7486平方米，
绿化草皮1.36万平方米，形成多彩
协调的生态景观。

2021 年，该公园将继续投资
200余万元，以“齐东古韵、黄河神
韵、党建红韵”为主题，利用园林雕
塑、景观小品、声光电等多媒体技
术，建设“齐东红韵、醉美台子”党性
教育基地。深入挖掘齐东、黄河文化
内涵，讲好黄河故事，传承红色基
因。齐东古城遗址公园作为台子镇
文旅融合的特色旅游项目，在满足
基本的旅游、休闲、亲子等功能之
外，还将承担文化展示、文化体验、
互动交流等功能，让五千年黄河文
化和六百年齐东历史走出素纸铅
书，让新时期“治黄用黄精神”凝聚
沿黄高质量发展共识。

“一田”固农
六万亩高标准农田，东起高青

界，西至码头界，南起魏桥界，北至
黄河大堤，项目总投资9900余万
元，涉及辖区56个村、总面积6万多
亩。该项目已平整土地420亩，新建
小型泵站144座，配套小型潜污泵
191台套，建设低压管道近200公
里，给水栓3830个。新架设变压器

50台，架空高压线20.21公里，地埋
低压线缆24.23公里。完成桥涵闸配
套80座，疏浚沟渠8条，长度15.25
公里，总土方14.46万立方。新改建
道路17条，长度18.1公里，种植林
木3.9万棵。

通过项目实施，将实现“田成
方、渠相通、路相连、旱能灌、涝能
排”的高标准农田格局，显著提升邹
平市西北部传统盐碱区域耕地地力
条件，保障粮食安全，有效巩固土地
流转成果，助推农业高质量发展。该
项目属生态型高标准农田，增加“田
美”元素，对改善小区域生态环境也
发挥了良好促进作用。今年，台子镇
将再建3万亩高标准农田，基本实
现高标准农田镇域全覆盖。

“一园”留人
建设美丽家园，稳步推进国家

卫生镇创建工作。投资150余万元，
建设生活污水处理项目，解决城镇
居民生活污水处理问题。全镇完成
造林绿化12163亩，连片治理绿化
示范村15个，62个村的林木绿化覆
盖率达到 38%以上；林地面积
2854.8 公顷，全镇森林覆盖率达
36%；镇驻地绿化面积120公顷，绿
化覆盖率达40%；境内道路绿化率
达98%，骨干河流绿化率96%。其中，
大齐村创建为山东省森林村居，长庄
村、高家村创建为滨州市森林村居，
台子镇创建为滨州市森林乡镇。

今年，台子镇按照“增绿量、提

品质、添色彩”工作思路，制定《村庄
绿化实施方案》，实施“绿美乡村”绿
化工程，广泛栽植国槐、白蜡、紫薇、
海棠等绿化苗木20余种4万余株，
做到乔木、灌木、常绿、开花等科学
搭配。3月底已全面完成村庄绿化
工作，构建“三季有花、四季常绿”乡
镇绿美新格局。

“一廊道”引人
通过打造十公里水果长廊，将

黄河文化主题园、胡楼引黄闸、黄河
浮桥、齐东古城遗址公园等水利景
点串连成线，形成22公里黄河生态
廊道。十公里水果长廊位于台子镇
黄河大堤外侧淤背区，东西长12公
里，南北长100米。自2015年启动建
设，培育起冰葡萄、水蜜桃、黄河蜜
梨、油杏、无花果等特色林果种植，形
成花香十里，果熟四季的生态长廊，
2020年林果产值达到400余万元。

黄河生态廊道，既是一条景色
宜人、果实累累的长廊，也是一条人
文景观丰富和旅游基础设施不断完
善的休闲绿道。依托黄河生态廊道
上2000亩海棠园、1000亩无花果
采摘园，台子镇深度开发旅游观光、
休闲采摘、农家乐等旅游项目，打造
农旅融合发展基地。目前，已连续举
办四届黄河旅游文化节，打造了春
季海棠花节、秋季无花果采摘季两
大品牌活动，吸引游客20余万人，
叫响了“齐东故地、醉美台子”沿黄
旅游品牌。

台子镇：

“一点一田一园一廊道”推动沿黄经济高质量发展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魏静 孙翊羲

滨州日报/滨州网沾化讯（通
讯员 边帅 报道）现年66岁的沾化
区富源街道齐瞿阝村老党支部书记
曹寿信，自21岁就在该村工作，曾
任村党支部书记9年。他以身作
则，锤炼作风，带出了一支心系群
众、干事创业的党员干部队伍；他
善于谋划，心系民生，让老村旧貌
换新颜，谱写了一曲齐瞿阝村经济发
展、生活幸福的新乐章。

齐瞿阝村，始建于明朝永乐年
间，位于富源街道办事处东北6公
里处，东靠丰民四村，西邻房一村，
南与荚家村接壤，北邻滨孤路。目
前，全村共有702户、2496人，党
员36名，村民代表46名，耕地面
积1710亩。

该村老党支部书记曹寿信退

岗不褪色，继续发挥老党员余热，
充分利用自身经验优势，通过定期
向村内年轻党员讲党课、带头参与
村级建设、为村集体经济发展出谋
划策等方式，呼吁广大村民在新任
村党支部书记的带领下，以美丽乡
村片区建设为抓手，共同携手迈向
乡村振兴大路上。

据曹寿信回忆，几十年来，
该村村容村貌一年比一年强，党
员干部越来越年轻化，村风民风
也越来越好。尤其近几年，街道
开展的农村废旧房屋及残垣断壁
清零行动、美丽乡村片区建设、农
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星级化管理
都非常好，在村党支部的引领下，
着力打造了村庄绿树成荫、花香鸟
语的田园生态景象。

齐瞿阝村老支书曹寿信
发挥余热为村发展建言献策

滨州日报/滨州网沾化讯（通讯
员 贾海宁 张玉华 许中华 报道）近
日，沾化区冯家镇党委宣传委员张
玉华收到了一封特别的来信：“我是
王尔庄村的一名村民，从小吃村里的
土井水长大，虽然水咸，但心里很
甜。在外打拼17年，但我一直忘不了
生我养我的地方，作为一名村民、一
名党员，我必须为我的家乡做点贡
献，自己富了，但不能忘了家乡人。”
写这封信的人正是刚刚全票当选冯
家镇王尔庄村党支部书记的田明利。

自换届选举工作启动以来，冯
家镇党委、政府坚持高标准，突出选
拔政治素质好、道德品行好、带富能
力强、协调能力强的“双好双强”人
才进入村级班子，选优配强村支部
书记，鼓励各村致富能手、外出务工

经商返乡人员、本乡本土大学毕业
生等参加选举，持续优化干部队伍
结构，稳步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过
硬、全面进步。

田明利是冯家镇王尔庄村村
民，2003年怀着一腔热血筹措资金
去了北京创业，经过17年艰苦打拼，
陆续在北京、滨州、沾化等地投资建
成10余家宾馆、酒店。2020年疫情
突发，田明利一直默默关注着村内的
抗疫工作。“自己作为一名冯家镇的
流动党员，离乡不离党，就应该发挥
一名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田
明利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他
立即联系王尔庄村党支部，捐款
5000元，又联系沾化商会党支部捐
款2000元，在此基础上，田明利还发
动公司员工，为社会捐款捐物。

田明利回家乡参与换届选举也
是思量再三。村内事务繁多而且忙
碌，名下有多家公司的运营全系在
田明利自己一人身上，家人反对，自
己也深感责任重大，难以决定。该
村原党支部书记王英奎主动联系并
积极推荐田明利竞选党支部书记，
村内也越来越多人打电话给田明
利，支持他回家乡参选，父老乡亲如
此的厚望给了他很大的勇气和信
心。2021年4月4日，田明利全票
当选王尔庄村党支部书记。

上任之初，田明利深入走访村
情民意，了解到村民反映比较强烈
的几件事：村里路灯经常不亮；排水
沟堵塞严重，一下雨，有些地方积水
比较深，甚至能没过膝盖，隐患非常
大。他经过预算，村内的排水沟全

部砌砖疏通，部分地方加装盖板，资
金将超过50万元。即使这样，田明
利也没说放弃，并作出上任后的承
诺，今年就算自己筹集资金50万元
也要完成排水沟疏通这件事。同
时，他和村内电工协商沟通，让村里
路灯亮起来，保证村民夜间出门安
全。当晚，村里路灯全部亮了起来，
本村的舞蹈队也欢快地跳起来了。

田明利说：“村支书不仅仅要管
好一个村子，更重要的是让村子富
起来，让百姓富起来。”于是，他又发
挥自己多年的经商经验和深厚的人
脉资源，筹划起村庄发展新规划，改
造升级村内海蜇市场，打造成新型
的海蜇产业园，成为名副其实的“海
蜇老大”，真正带领村民走上一条致
富增收之路。

王尔庄村党支部书记田明利：

“京老板”回村当选书记 为民做实事彰显情怀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
讯员 孙长帅 孙雪娇 报道）连日
来，邹平市魏桥镇组织开展“用心
学党史 真心办实事”新时代文明
实践系列活动，进一步提升全镇
文明程度和公民文明素质。

用好红色资源，让党史学习
教育接地气聚人气。4月15日，
依托农村主题党日，该镇各村居
分别开展以党史教育、红色资源
等为主要内容的新时代文明实践
宣讲活动，热情讴歌中国共产党
伟大百年历程和丰功伟绩，激发
村民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的情感。4月8日，魏桥实验学校

开展“传承红色基因 争作时代新
人”主题演讲，同学们围绕革命先
烈董存瑞、少年英雄王二小、潘冬
子等红色经典故事展开叙述，将
革命先辈爱国的优良传统不断传
承下去。

缅怀先烈学党史，砥砺前行
知党情感党恩。该镇组织开展

“学党史，缅怀革命先烈”主题活
动，追溯革命红色记忆，重温革
命奋斗历程，弘扬革命初心精
神。在刘井烈士陵园内，新时代
文明实践志愿者们怀着崇敬心情
聆听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依次
瞻仰烈士墓并向革命烈士敬献鲜

花，表达对先烈的缅怀之情。
环境综合整治，清洁美化家

园我先行。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站）架构，该镇集聚村网格
员、志愿者队伍，积极开展环境
综合整治志愿服务活动。活动
中，志愿者们充分发扬不怕苦、
不怕累精神，对道路沿线垃圾、
杂草和凌乱物品进行全面清理，
有效提升了村容村貌和镇域环
境，志愿者们还化身文明指导
员、宣传员，倡导群众养成文明
习惯，确保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
治工作取得实效。

为群众办实事，文明实践实

里做深里走。立足群众需求，打
造个性化服务,大力开展“我为
群众办实事”文明实践活动。该
镇卫健办积极开展敬老助残、卫
生环境整治等志愿服务活动，充
分发挥志愿者的先锋模范作用。
开展“增强国家安全意识，保障
国家长治久安——2021国家安全
教育日”宣传活动。通过向群众
发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消防安全告知书、民法典宣传单
页等材料，现场讲解相关法律知
识，形成社会上下齐抓共管的国
家安全防范体系。

魏桥镇：

新时代文明实践助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