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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根据中央关于开展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的部署和省委安排，

山东省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第十五指导组对滨州市政法队伍教育整
顿工作开展驻点指导。指导组进驻期间设立值班电话 0543-
3098125；邮政信箱：滨州市第A004号信箱。指导组受理电话时间
为每天8:00-20:00，受理信电截止日期为2021年6月30日。指导
组主要受理反映滨州市及所辖县（市、区）党委政法委、法院、检察
院、公安、司法行政机关和监狱政法干警问题的来信来电。其他不
属于受理范围的问题，将按规定交由有关部门处理。

●4月28日晚，滨州市抗疫体裁吕剧《连心锁》在青海省海北州
“两弹一星”理想信念教育学院演出。滨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
凤参加活动。

标 题 新 闻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康
曌 通讯员 刘德梅 报道）4月 28
日，由省委讲师团、省委老干部
局、学习强国山东学习平台主办
的山东省“启航新征程，永远跟党
走”宣讲志愿服务活动走进博兴
和惠民。

一个个生动的党史故事、一
组组翔实的数据、一句句掷地有

声的论断，带领大家从党的百年
非凡历程中感悟真理的力量。台
下观众沉浸其中，时而感动落泪，
时而鼓掌称好。在随后的党史知
识竞答环节，现场观众激烈抢答，
上演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脑力与知
识的较量。最后，宣讲活动在《跟
着共产党走》的全场大合唱中落
下帷幕。

山东省“启航新征程永远跟党走”
宣讲志愿服务活动走进滨州

滨州全新城市品牌体系
正式亮相

（上接第一版）
据悉，本次发布的内容是滨

州城市品牌体系的核心构成，后
续延展和应用将陆续发布。

发布会上，市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王晓娟代表滨州市委市政府，
从“文化是‘根’”“产业是‘本’”

“科创是‘翼’”“环境是‘基’”“开
放是‘魂’”五个方面阐述了滨州

“智者智城”品牌的内涵，对滨州进
行了全面推介；复旦大学教授、博

士生导师、国际公共关系研究中心
主任、滨州城市品牌课题组组长孟
建围绕城市品牌塑造与传播进行
了学术演讲；省委宣传部新闻二处
处长丁绍敏发表致辞。

市领导吕德章、李逢章、吴国
瑞；复旦大学、山东大学等相关单
位的领导和嘉宾，人民日报、新华
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光明日
报、人民网、新华网、今日头条等
各界媒体朋友参加发布会。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
青博 报道）4月28日，由市委市直
机关工委组织开展的“百米红卷
颂党恩、百年征程再启航”暨“争
做‘83’工程攻坚先锋”活动启动
仪式举行。市委常委、秘书长张
延廷出席并致辞。

来自市直有关部门、单位的

100余名党员干部重温入党誓词，
在百米红卷上书写下名字，表达
对党的无限忠诚和争做“83”工程
攻坚先锋的决心。为深入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我
市将在全市机关中开展机关、党
组织、党员“三级承诺”活动。

傅成栋、王进东出席活动。

我市开展“百米红卷颂党恩
百年征程再启航”活动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邵
一娟 报道）4月28日，我市与葡萄
牙法马利康市举行友好交流视频
会议，签署建立友好合作关系意
向书。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
宝亮出席并讲话。

张宝亮指出，滨州市与法马

利康市在纺织、汽车、农产品、金
属机械、工业旅游等行业领域有
很高的产业契合度。愿两市不断
深化务实合作，持续深化产业、经
贸、科技、民生等领域合作，实现
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

滨州与葡萄牙法马利康市签署
建立友好合作关系意向书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
青博 通讯员 路来军 报道）4月28
日下午，市政府新闻办组织召开新
闻发布会，邀请市政府、市发改委、
市统计局有关负责人通报2021年
一季度全市经济运行情况，并回答
记者提问。

记者从发布会现场获悉，今年
以来，全市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
署，围绕“七个走在前列、八个全面
开创”的目标定位，聚力“83”工程，
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巩固扩大疫情防
控成果，经济运行延续了去年二季
度以来的良好态势，今年一季度全
市经济社会发展实现良好开局。

根据市级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
果，一季度，我市生产总值为623.29
亿元，同比增长18.3%，比2019年
同期增长13.1%，两年平均增速为
6.3%。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
23.07亿元，同比增长4.6%，两年平
均增速为1.2%；第二产业增加值为
265.87亿元，同比增长18.5%，两年
平均增速为7%；第三产业增加值为
334.35亿元，同比增长19.3%，两年
平均增速为6%。

农业生产总体平稳。一季度，
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51.7亿元，
同比增长5.5%。猪牛羊禽肉产量
13.8万吨，同比增长15.8%；猪出栏
58.25万头、牛出栏13.55万头，分
别增长50.2%、28.4%，畜牧业生产
形势稳中向好。蔬菜瓜类总产量
25.8万吨，同比增长4.8%，水产品

产量2.98万吨，同比增长26.4%，主
要农产品产量平稳增长。

工业生产稳步回升。一季度，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8.9%，与全省差距较1-2月缩小
5.7 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速为
8.4%。从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4.4%，股份制
企业增长18.2%，外商及港澳台商
投资企业增长38.6%，私营企业增
长25.5%。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
增加值同比下降22%，制造业增长
22.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
供应业增长7.7%。从行业看，纺织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6%，化学原
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38.7%，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
7%，支柱行业拉动有力。装备制造
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44.2%、32.2%。从产品看，精制食
用植物油、服装、轻革、钢材、汽油、
石油沥青同比增速均超过 20%。
从效益看，今年以来我市工业品价
格持续走高，有力支撑了1-2月全
市工业利润增长340.5%。

服务业生产形势良好。1-2
月，全市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
收入同比增长55.9%，两年平均增
速为15%。从企业看，去年底新增
列统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107家，
1-2月实现营业收入6.21亿元，拉
动全部规模以上服务业增长18.7
个百分点，对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
到33.5%，拉动作用明显。从行业
看，10个行业门类有9个正增长，其
中，文化体育娱乐、教育、租赁和商
业服务业增幅均超过100%。信息
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
收入增长41.8%，新兴服务业保持
快速发展势头。

消费市场持续回暖。一季度，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99.96亿元，

同比增长 32.8%，两年平均增长
4.7%。其中，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
额49.06亿元，同比增长44.6%，两
年平均增长5.2%。从经营单位所
在地看，城镇消费品零售额161.51
亿元，同比增长33.5%；乡村消费品
零售额38.46亿元，增长30%，城镇
消费好于乡村消费。从消费类型
看，商品零售181.87亿元，同比增
长31.8%；餐饮收入18.09亿元，同
比增长44%。从消费商品看，限额
以上单位商品零售额中，9个商品
类别同比增速超过40%，其中升级
类商品增势强劲，智能家用电器和
音像器材类、智能手机类、新能源汽
车增速较高，分别增长 139.8%、
130.4%、250.7%。从消费方式看，
限额以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
零 售 额 1.1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27.4%，占限额以上零售额的比重
比去年同期提高了1.35个百分点。

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一季
度，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26.5%，两年平均增速为11.1%。从
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下降8.5%；
第二产业投资增长12.3%；第三产
业投资增长37.9%，三次产业投资
结构比为3.1：32.6：64.3，第三产业
投资比重较全年同期提高5.3个百
分点，投资结构不断调优。从投资
主体看，民间投资同比增长22%，
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64.8%。
从投资领域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同比增长18.4%，制造业投资增长
31.8% ，房 地 产 开 发 投 资 增 长
28.6%。房屋新开工面积130万平
方米，同比增长43.4%；商品房销售
面积 87.7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92.8%。从动能转换看，工业技改
投资同比增长57.4%，其中制造业
技改投资增长69.1%。“四新”投资
同比增长31%，占全部投资的比重

达到46.4%，比去年同期提高1.6个
百分点。

外贸形势逐步好转。一季度，
实现进出口总额233.4亿元，同比
增长 15.9%。其中，出口 102.4 亿
元，同比增长 33.8%；进口 131 亿
元，同比增长4.9%。3月份，实现进
出口92.5亿元，同比增长38.3%，其
中出口41.1亿元，同比增长25.5%，
进口51.41亿元，同比增长50.5%，
出口形势趋于好转。

市场运行稳中向好。一季度，
全市新登记市场主体1.56万户，同
比增长21.58%；其中企业7064户，
同比增长38.56%，企业总数达12.9
万户，市场活力持续释放。金融市
场平稳运行，3月末，金融机构本外
币存款余额3656亿元，较年初增长
6.2%；本外币贷款余额 3049.3 亿
元，较年初增长5%。物价运行基本
平稳，居民消费价格累计上涨1%。

民生保障稳固有力。一季度，
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954元，
同比增长11.5%，其中城镇居民同
比增长9.4%，农村居民同比增长
15.4%。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
新增就业1.11万人，完成年度任务
的31.8%，城镇登记失业率2.56%，
低于4.5％的年度控制目标。民生
改善支出稳步增加，社会保障和就
业、卫生健康、教育财政支出分别增
长14.2%、28.4%、26.3%。

总的来看，经济运行稳健、开局
良好主要得益于市委市政府的坚强
领导和正确决策，得益于全市上下
的共同努力。下一步，我市将坚定
不移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坚决淘汰
落后动能，坚决改造提升传统动能，
坚决培育壮大新动能，靶向施策，强
化重点带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以优
异成绩庆祝建党一百周年。

今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实现良好开局
一季度，我市生产总值为623.29亿元，同比增长18.3%

滨州日报/滨州网惠民讯（通讯
员 贺梁 报道）“@审批局苏程程，森
丰苗木曹娟报检两车。”“@审批局
刘婷婷，弘历园林李德利报检三车，
已发邮箱。”“好的，收到。我们马上
把你们的报检信息录入全国检疫系

统，等待收货方林业主管部门签发
检疫要求书后，我局工作人员会第
一时间联系您现场检疫，符合条件
的第一时间给您出具检疫证。”

自从3月份惠民县行政审批服
务局与惠民县苗木协会共同建立植
物检疫工作群以来，群里一直这么
热闹。检疫群里办，为惠民县苗木
绿色产业快速发展又开辟了一条绿
色通道。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惠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立足“我为
群众办实事”，主动与县苗木协会对
接，发现许多年龄较大的苗木经营
业户不会网上申报《植物检疫申请
表》，为了填写一纸单页材料还要跑

县政务服务大厅，耗时费力。
鉴于这种情况，该局突出问题

导向，本着“怎么方便怎么办”原则，
建立苗木检疫报检工作专用微信
群，发布制式表格和报检流程，做到
一看就懂、上手就会，实现了群内申
报“零跑腿”、检疫人员随叫随到“上
门办”。截至目前，已有243家苗木
经营业户入群，该局已现场检疫苗
木 230 余万株，签发植物检疫证
362份，广大苗木经营业户纷纷点
赞，太省心、太省力、太省时了。

除了服务特定群体“上门办”，
该局又在“就近办”上下功夫、做文
章。4月15日，惠民县行政审批服

务局李庄镇审批分中心正式挂牌运
行，这是我市各县区行政审批服务
部门设立的第一家分中心。该分中
心可办理市场准入、投资项目、用地
建设、农水事务、社会事务等115项
高频事项，辐射和方便李庄、姜楼、
大年陈、胡集等惠民县6个南部乡
镇的企业和群众“就近办”，距离县
城最远的大年陈镇可缩短办事距离
40多公里。短短半个月，该分中心
已经受理办结行政许可业务60余
件，接待咨询服务80余人次，获得
周边群众和企业的一致好评。

惠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在李庄设立审批分中心
系全市行政审批服务系统第一家分中心，方便企业和群众“就近办”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开展以来，市
司法局紧紧结合职能定位，积极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通过人民
调解等多种形式，以法治途径解决
群众身边的急事难事，积极化解社
会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保
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把教育整
顿成果转化为司法行政工作实效。

4月20日上午，一名建筑工人
接过劳务费时紧紧握住庞爱国团队
律师的手说：“太感谢了！你们为我
们的事受累了!”庞爱国是市基层法
律工作者协会会长、市个体私营企

业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市中
级人民法院特邀人民调解员。3月
20日，他接受市中院委托，率领调
解团队对牵扯劳务费的9起案件展
开调解。

2018年6月30日，武汉某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公司）
将静电除尘器改造项目中的施工部
分承包给河北某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河北公司），杨某清等9
名建筑工人受河北公司雇佣，在武
汉公司项目工地上干活，劳务费10
万余元。

因长期欠付工人劳务费，在沾
化区清欠办的主持下，武汉公司工
作人员李某承诺，欠付的劳务费由
武汉公司结算，同时留存后期起诉
河北公司主张权利的证明材料。因
各种原因，武汉公司未能履行支付
承诺。建筑工人向沾化区法院提起
诉讼。沾化区法院判决武汉公司向

9名建筑工人支付劳务费10余万
元。武汉公司不服，提起上诉。

调解团队依据一审判决书和上
诉状得知：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
担付款义务的主要证据之一，是上
诉人工作人员李某对欠款事实的自
认和还款承诺。而上诉人不服一审
判决的主要理由，一是被上诉人不
是上诉人公司员工；二是李某不是
上诉人公司的工作人员无权代表公
司，李某的自认和承诺对上诉人不
发生效力。

一方是经历新冠肺炎疫情冲击
的武汉企业，受疫情创伤尚未恢复
往日生机，迫于清欠压力，优先兑付
工人劳务费，却面临多项工程费用
已经拨付，但工程几近烂尾的困境，
大难过后举步维艰；另一方是9名
建筑工人，靠体力和手艺生活，每一
天的收入都关乎一个家庭的生计，
事情仿佛陷入了两难境地。但庞爱

国有办法，他总能找到那个最有利
的切入点和结合点，这得益于他多
年从事法律服务和人民调解工作。

“你们公司也有律师，你们可以
分析二审胜诉的可能性有多少，再
决定是否接受调解嘛！”这是他跟武
汉公司讲法律。

“我知道工钱对工友们都很重
要，可咱也得至少考虑下打官司的
时间成本，如果能一下子拿到钱，让
一块儿也是划算的。”这是他给9位
建筑工人计算性价比。

经过努力和等待，最终达成由
上诉人武汉公司支付被上诉人劳务
费及一审案件受理费总和的85%、
被上诉人自愿放弃部分一审诉讼请
求的协议。最终在调解员主持下，
除1名当事人不同意调解外，其余8
名当事人在人民调解协议书上签
字，拿到了劳务费，8起二审案件诉
前调解成功。

市司法局以诉前调解途径解决群众身边急难事
受益诉前调解，8名建筑工人拿到了拖欠已久的劳务费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康曌 通讯员 董建伟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孙
文杰 通讯员 巴秀成 报道）目前，我
市小麦陆续进入抽穗期，是小麦产
量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多种病虫
害上升危害时期。为打赢“虫口夺
粮战”，确保夏粮丰收，市植保站近
日发布了《2021年滨州市小麦穗期
病虫害综合防治意见》。

《意见》指出，近期的阴雨天气
对病害的发生非常有利，各县市区
在做好小麦条锈病监测防控的同
时，也要重点防控赤霉病、茎基腐
病、蚜虫等重大病虫，兼顾白粉病、
纹枯病、红蜘蛛等常发病虫害。突

出重点病虫、重点区域，及时开展应
急防治，坚持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
相结合，切实做好小麦病虫害防控，
把病虫危害损失率控制在5%以内，
实现科学防控、农药减量控害。

根据《意见》指导，我市将启动
“一喷三防”作业，在小麦穗期一次
混合施用杀虫剂、杀菌剂、生长调节
剂兼治多种防治对象，防病、防虫、
防干热风，减少施药次数，减轻环境
压力；积极落实“联防联控、统防统
治、群防群治”机制，引导各类生产
主体落实防病治虫主体责任，把握
关键节点，组织开展区域性大规模

统防统治。
就小麦穗期主要病虫害防治，

《意见》给出具体用药方法。防治白
粉病、锈病，发病初期可亩用430
克/升戊唑醇悬浮剂15～20毫升或
30%肟菌﹒戊唑醇悬浮剂36～45
毫升或17%吡唑﹒氟环唑悬浮剂
40～60毫升兑水喷雾防治；防治麦
蚜，发生初盛期可亩用10%吡虫啉
可湿性粉剂30～40克或22%噻虫
﹒高氯氟悬浮剂5～7毫升，兑水喷
雾防治，可兼治灰飞虱、麦红蜘蛛；
防治小麦吸浆虫，抽穗期可亩用5%
高效氯氟氰菊酯水乳剂 7～10毫

升，兑水喷雾防治。防早衰和干热
风，可亩用0.2～0.3%磷酸二氢钾
或0.01%芸苔素内酯水剂1000～
2000倍液喷雾，也可亩用磷酸二氢
钾和尿素各250克混合喷雾。

为准确掌握病虫发生动态，争
取防控主动权，我市各级农业农村
部门将积极发挥智能监测站（点）作
用，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开展大田普
查，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植保社
会化服务组织、种植大户、合作社等
新型经营主体行动自觉，切实做好
监测工作。

滨州启动小麦“一喷三防”打响虫口夺粮战

4月26日，在惠民县桑落墅镇
河南梁村一家工艺品生产车间
里，员工们正在加紧赶制仿真花
订单。由于加工工艺简单，基本
上手就能操作，无法外出打工的
村民可以利用空闲时间做零工补
贴家用。

自开工以来，这家仿真花工
艺品加工厂辐射带动周边村庄
300多名剩余劳动力居家就业，一
朵小小的仿真花成了当地村民的
致富花。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江
梅君 周洁 孙新 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