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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任斐
通讯员 王学芳 张振华 张磊 报道）

“五一”假期将至，市城区各个公园
广场、街头转角摆放的各色花卉吸
引了不少市民的目光，营造出了浓
厚的节日氛围。记者在市公用事业
服务中心获悉，自本月初起，该中心
启动了“五一”摆花工程，在管理辖
区内公园广场和街头栽植各类时令
花卉共计30万余株，目前该摆花工
程已经全部完工。

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介绍，实施此次“五一”摆花工程的
重点区域包括：市政广场、新滨公园
南门及西门、中海公园东门、黄河五
路新立河桥、渤海十八路中间隔离
带岛头、黄河八路渤海十二路西北
角等处。在摆花形式上，以地栽、盆
栽为主，搭配各式花箱、花坛及主题
植物雕塑，形式丰富多样。

其中，市政广场的花坛以“美丽
滨州”为设计主题，花坛直径20米，
中间是立体的山峰造型植物雕塑，底
部搭配盛开的花朵造型，形象生动、
栩栩如生，展现了我市生态和谐的环

境和文化底蕴；花坛地摆采用的是时
令盆花，主要包括矮牵牛、孔雀草、一
串红、一品红、三角梅等，黄色、红色、
紫色等色彩搭配丰富。新滨公园南
门植物雕塑以“富强滨州”为设计主

题，流动的曲线造型象征着我市人民
锐意进取、拼搏向上的精神。新滨公
园西门、中海公园东门及新立河西路
西南角等处的摆花以地摆为主，主要
使用了时令花卉，包括角瑾、凤仙、牵

牛等，红的热烈、粉的浪漫、黄的温
暖，将城区装点得多姿多彩。

“五一”假期期间，市民不妨来到
市城区各公园、广场和街头赏花景、品
花色、闻花香，尽享这场鲜花盛宴。

社会体育指导员，活跃在群众
日常健身一线，担当着全民健身的
宣传者、科学健身的指导者、群众活
动的组织者和健康生活方式的引
领者。截至目前，我市社会体育指
导员总数达到24847人，占总人口
的6‰，其中国家级113人，一级276
人，二级1520人。他们活跃在各镇
街、协会及健身站点，成为群众体育
传播的重要载体，是群众体育的基
础力量，而陈安记、杭薇就是其中的
典型。

“功夫明星”陈安记：
十八年坚持志愿服务，建
立全民健身推广站点普及
科学健身方式

“同学们把动作做到位，把咱的
精气神拿出来……”记者初见陈安
记，是在沾化区冯家镇第二实验小
学，那时他身穿一袭藏青色武服，腰
板挺直、神采飞扬，正在教授孩子们
习练二郎拳。

事实上，48岁的陈安记可是深
藏不露的“武术六段”高手，同时也是
非物质文化遗产二郎拳的代表性传
承人。此外，他还是有着18年志愿
服务经历的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

自2018年起，陈安记在丰泽御
景社区建立了全民健身推广站点，
选拔优秀社会体育指导员在站点开
展科学健身指导，切实有效地将科
学健身方式方法普及给大众。2020
年8月31日，山东省新时代文明实
践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活动在滨州举
行，丰泽御景太极站作为“省级示范
站点”，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健身爱好

者加入进来。
在陈安记看来，全民健身和竞

技体育同样重要。为此，他发起成
立了滨州精武体育会，组织武术、太
极爱好者3000余人习练太极拳；自
2018年开始，他牵头连续三年举办
滨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武术比赛，
累计吸引130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
参赛，该赛事成为了滨州市规模最
大、规格最高、影响最广的大型体育
武术盛会。此外，他还作为主讲人，
在滨州电视台推出中海大讲堂之
《滨州武林》系列讲座，展现滨州源
远流长的武术文化。

“舞林高手”杭薇：退休
人不休，带着中老年人群将
健身秧歌“扭”上大舞台

“人老了，就该享享清福。”这是
一般人的想法，但杭薇就不这么
看。她于2012年进入滨州市老年

体协，当年便考取了二级社会体育
指导员证书，2016年又考取了国家
级社会体育指导员证书。今年60多
岁的她痴迷健身秧歌，还喜欢带动
身边的人一起练。自从当上了社会
体育指导员后，杭薇便把组织大家
健身当成了一种责任，借助老年体
育及社会体育指导员这个平台，把
业余爱好当成了一份职业，并干得
津津有味。

采访杭薇的地点，定在了市体
育局老年体协训练馆里，那时她正
在指导数百人排演庆祝建党100周
年的大秧歌演出，演出人员预计达
到500人规模。培训现场，来学习
的都是各县市区健身站点的社会体
育指导员，他们学会之后再回去教
授各个站点的学员。

目前，杭薇还作为广场舞和健
身秧歌的创作者受到大家的追捧。
2014年，她独自创编了秧歌串烧《爷
爷奶奶和我们+小苹果》，把具有东

北风格的手绢秧歌和风靡当时的广
场舞《小苹果》串联在一起表演，被
省体育局选拔到山东省第四届全民
健身运动会闭幕式上进行演出，近
400人的展演让在场观众震撼不已。

现在，全民健身广场南侧算得
上是杭薇的“根据地”之一。她告诉
记者，市委、市政府以及市体育主管
部门非常重视老年人体育工作，特
意在全民健身广场南侧专门建设了
用来跳舞的广场并设置了大屏，每
年夏秋季节还搭设平台，利用周末
晚间开展大展演活动，让老年朋友
们通过这个平台展示自己的健身成
果，同时吸引更多人加入到健身队
伍中来。“大家都像盼过节一样盼着
这个展演。我自己也通过给老年朋
友们传授健身技能结交了很多好
友，同时也激励自己不断提高。尽
管很忙，但我从中找到了乐趣，实现
了自身价值。”杭薇说。

全市近2.5万名社体指导员义务护航全民健身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任宵 郭文璐 通讯员 董会青

■■■■■■■■■■■■■■■■■■■■■■■■■■■■■■■“聚焦群体、关注产业，滨州体育高质量发展”系列报道（中）

30万余株鲜花扮靓城区迎“五一”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杨孟
子 通讯员 李乐 赵琮 报道）4月26
日上午，由全国工商联厨具业商会、
山东省厨具协会主办，山东众联商
务会展有限公司承办的第十六届中
国（博兴）国际厨具节在博兴县兴福
镇中国智慧厨都国际会展中心开
幕。来自全国各地的3000余家知
名厨具企业和参展客商参加活动。

中国（博兴）国际厨具节是助力
国内厨具产品走向世界、融入世界
的重要平台，本届厨具节以打通商

厨产业“上下游”为基调，在展示厨
具新产品的基础上，邀请了众多厨
具行业的上下游产业伙伴加入，力
争打造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平台。展
会共设置A、B、D、E四个展馆，其中
A馆为精品厨具展区，B馆为综合设
备展区，D馆为白钢类厨具展区，E
馆为制冷设备展区、食品机械展区、
机床类展区等专业展区。本届展会
共开放3000余家展位，有效展览面
积达15万平方米，邀请了中国酒店
用品协会、中国烹饪协会、港澳台厨具

协会等60余家国内知名厨具、烹饪、
酒店用品、餐饮饭店行业协会参加。

据介绍，中国（博兴）国际厨具
节作为中国厨具行业的“风向标”，
自2006年创办以来已连续举办了
15届，现已发展成为江北规模最大、
影响力最强的高端商务平台。目
前，博兴县有厨具生产及配套企业
2800余家，产品几乎涵盖商厨行业
的全产业品类，研发出了万能蒸烤
箱、绿云灶、互联网冰箱等智能运
维、远程控制的智慧化产品10余类，

产品附加值提高了近20%。同时，
随着中国·兴福智慧厨都中小企业
孵化示范区、中国·兴福智慧厨都厨
具国际交易中心、厨玛特国际商厨
产业链一体化项目的建成落地，博
兴县加快实现厨具产业“雁阵效
应”，推动了传统制造业向制造服务
业转型跨越，进一步擦亮了“中国智
慧厨都”“山东兴福智造”特色品牌。

第十六届国际（博兴）厨具节将
持续至4月28日，预计5万余名观
众参观。

第十六届中国（博兴）国际厨具节在中国智慧厨都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厨具行业上下游齐聚 完整产业链平台成型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刚 通讯员 董书君 报道）日前，
惠民经济开发区以支部为单位
举办了党史学习教育专题读书
班。此次读书班要求各支部充
分发挥“学在前、走在前、做在
前”的示范引领作用，集中安排5
天时间，采取集中领学、专题党
课、交流研讨、实地研学等形式，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向深入、落
到实处。

以学促知，集中学习“充电
赋能”。读书班学员们坚持集中
学习与个人自学相结合，深入学
习了中国近代以来170多年的
斗争史、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
来的奋斗史、新中国建立72年来
的发展史，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光
荣传统、宝贵经验和伟大成就，
提升了对中国共产党初心和使
命的认识，进一步增强了知史爱
党、知史爱国的意识。

以学促悟，交流研讨“升华
认知”。读书班设置了研讨交流
环节，鼓励学员之间交流心得体
会，促进学习成果入脑入心。其
间，党支部书记、新晋党员、入党
积极分子等紧扣“学党史、悟思
想、办实事、开新局”主题，结合
全区重点工作开展和自身工作
实际，围绕继承发扬革命精神、
转变角色为民服务办实事等方
面交流了心得和感悟，体现了责

任担当，展现了决心信心，凝聚
起了共谋发展的精神伟力。

以学促信，专题党课“明理
增信”。各党支部领导干部带头
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制
定了领导干部讲专题党课计
划，要求所有领导干部紧紧围
绕党的百年奋斗史，深入包保
企业，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全
方位、多层次为企业干部职工
上专题党课，让广大干部群众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听得懂、思得
明、悟得真。

以学促行，实地研学“强筋
壮骨”。开展了以“忆党史、学先
进、抓党建、促发展”为主题的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红色遗址外
出研学活动，组织党员先后赴莱
芜战役纪念馆、孟良崮战役纪念
馆追寻革命足迹，接受党史教
育。在参观和了解一幅幅珍贵
的历史照片、一件件宝贵的革命
文物、一个个感人的革命事迹
中，读书班学员经受了一场触动
灵魂的红色洗礼。

下一步，惠民经济开发区将
常态化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引导
全体党员干部进一步丰富党史
知识，增强知史爱党、知史爱国
的意识，将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
化为干事创业的动力，为惠民经
济开发区发展和“五个惠民”建
设贡献力量。

以学促知 以学促悟 以学促信 以学促行

惠民经济开发区举办
党史学习教育专题读书班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任宵 报道）日前，具有滨州特色
的原创微信表情包“小虎滨滨”
正式上线，共有16个表情，大家
可以通过微信下载使用。

“小虎滨滨”的创意来源于
滨州非遗“布老虎”的形象，并通
过意向化创作加入滨州特有元
素，最终形成“小虎滨滨”IP形
象。滨州作为黄河最美的田园
城市，有着天然的自然风光以及
良好的生态资源，成为新时代的
鱼米之乡、生态之城，因此，“小
虎滨滨”的鼻子以简化的鱼来呈
现，有着“滨州鱼米之乡”的含
义。同时，“小虎滨滨”四肢及眉
毛、耳朵上分别点缀了以海水和
祥云纹为蓝本设计的纹饰海浪
纹理，体现了滨州的地域特色，

更代表着滨州劈波斩浪、踏浪而
行的开拓、进取精神。

微信表情包的设计，是对
“小虎滨滨”形象的创新运用，让
本来憨态可掬的小老虎“动起
来”，并且配上文字和表情，不仅
能成为网友们交流中表达情感
的良好媒介，也能更好地宣传推
广滨州地域文化。

（长按/扫描二维码下载表情包）

滨州专属微信表情包
“小虎滨滨”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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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网讯（记者 郭刚
通讯员 张洁 崔培培 报道）日前，为
贯彻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
求，严厉打击农村制售假冒伪劣食
品违法犯罪行为，切实解决和消除
当前农村食品市场存在的突出问题
和风险隐患，邹平市市场监管局按
照上级文件要求和工作部署，集中
力量，抓早动快、多措并举，深入开
展了农村假冒伪劣食品专项执法行
动，截至4月26日已经查处违法案
件23起。

当前，农村消费市场存在假冒
伪劣食品的突出表现为：个别“黑工
厂、黑窝点、黑作坊”违法生产，使用
不真实的厂名或“山寨”知名品牌误

导消费者，假冒食品、“三无”食品、
过期食品等问题时有发生；假冒名
牌或者“傍名牌”（恶意仿冒知名商
标）的现象尤为突出。这既侵害了
正规食品生产企业尤其是知名商标
所有者的正当合法权益，又很容易
对广大农村消费者造成误导。

在此次行动中，邹平市市场监
管局细化举措，健全工作机制，强化
责任区，精心安排部署开展专项执
法行动，组织各基层监管所对小作
坊、小商店、小摊点、小餐馆等食品
经营主体全面开展检查，并积极与
各镇街沟通协调，组织联合执法，确
保本次专项执法行动取得成效。

本次专项整治执法行动重点针

对农村、城乡接合部农贸市场以及
食品批发商、小餐馆、校园周边小超
市小商店等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关
注节令食品集中上市、群众集中消
费、食品消费量大的重要时间节
点。案件查办从生产环节追踪到经
营环节，从经营环节上溯到生产环
节，彻查涉案食品的来源和去向。
同时，结合2021年“守安全护佳节”
市场专项执法检查行动和“食安市
复审”集中行动，组织开展食品安全、
冷链食品、药品零售环节、计量和价
格监督检查等专项执法行动，重点打
击危害食品药品安全、制售假冒伪劣
及虚假宣传等各类违法行为。

行动中，邹平市市场监管局注

重整治与宣传教育同步推进，在全
社会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让食品
制假售假非法行为无处藏身。其
间，该局通过微信公众号、政务微
博、《滨州日报》等渠道及时发布相
关信息及典型案例，加大食品安全
法律法规宣传力度，并积极发挥网
格员和村协管员作用，通过悬挂宣
传横幅、张贴12345和 12315投诉
举报电话宣传画的方式，让专项整
治行动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此外，
还通过开展食品科学知识进村入户
活动，提升农村消费者的质量安全意
识、消费维权意识和识假辨假能力，
引导他们自觉抵制购买使用假冒伪
劣食品，增强对食品安全的信心。

邹平农村假冒伪劣食品专项执法行动取得实效
截至4月26日已查处违法案件23起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刚 通讯员 刘蓓蓓 术莉莉 报
道）4月23日，滨城区市场监管
局第五党支部利用主题党日开
展了“同庆政治生日 铭记入党初
心”主题活动。

当日，该支部党员王健迎来
了自己的第24个加入中国共产
党的“政治生日”。借此机会，该
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开展了主题
党日活动。活动中，全体党员
一起重温入党誓词，并向王健
赠送了“政治生日”贺卡；王健
结合自己入党 24 年来的心路
历程，围绕如何践行党员义务，
讲述了自己在抗疫一线、志愿

服务中的亲身经历和深刻感
受，畅谈了入党初心和执法为
民的情怀。

开展“同庆政治生日 铭记入
党初心”活动，是滨城区市场监
管局党组织提升党内政治生活
质量的一项创新举措，也是全面
加强基层党建工作的一次积极
探索。通过举行这一重要的政
治仪式，该局致力把教育管理党
员工作融入生活、融入日常，给
每位党员在精神上“补钙”，引导
广大党员进一步强化身份意识、
宗旨意识和责任意识，增强基层
党组织的号召力、凝聚力、战斗
力。

滨城区市场监管局：

借助“政治生日”
提升党内政治生活质量

▲陈安记义务指导学生学习二郎拳。

◀杭薇指导健身秧歌节目排演。

新滨公园南门植物雕塑以新滨公园南门植物雕塑以““富强滨州富强滨州””为设计主题为设计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