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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山东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山东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
转办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第二十三批）

9月 18日，中央第二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向山东省转办信访
件194件，其中来电75件，来信
119件。涉及我市信访件7件，其
中大气污染问题6个、噪声污染问
题1个。上述信访件已全部交由

相关县（市、区）办理，整改和落实
情况将及时公开。

截至目前，中央第二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累计向山东省转办
信访件4282件，其中涉及我市信
访件183件。

标 题 新 闻
●9月18日，滨州市第23次防空警报试鸣暨人民防空军政联

席会议在沾化区召开。副市长郝吉虎参加活动。
●9月18日，第二十三届滨州沾化冬枣节启动仪式暨新闻发布

会在济南举行。副市长臧伟出席。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康
曌 通讯员 李金龙 张凯 赵景洲 报
道）“现在这路既宽又平，比原来好
走多了。”近日，邹平市民王先生对
记者说。王先生驾驶的是一辆厢式
货车，邹魏路是每天送货的必经之
路，他对现在的路况非常满意。“邹
魏路长28公里、宽23米，按一级路
标准建设，路况较以前大大改善。”
邹平市交通运输事业服务中心公路
股股长孙勇说。

邹魏路改造是邹平市路网状况
改善工程的一部分。今年以来，邹
平市路网延伸通达工程完成5公
里；路网改造提升工程完成21公

里；路网状况改善工程完成186公
里；危桥改造工程完成3座；重要村
道或三级及以上村道安保工程完成
12公里。

按照国务院和省、市深化农村
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要求，结合
当地实际，2021年6月21日，邹平
市政府办公室印发了《农村公路“路
长制”实施方案》，通过建立“路长
制”长效工作机制，进一步促进全市
农村公路管养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
管养能力、路况水平、服务质量和群
众满意度“四个提高”。

邹平市交通运输局下设交通运
输事业服务中心，主管全市的农村

公路工作；交通运输事业服务中心
下辖16个县道管理站，负责全市县
道的管养工作；在全县16个镇街分
别成立农村公路管理站，形成了县、
镇（街道）、村三级路政管理体系。

此外，邹平市政府还于2020年
10月印发了《农村公路建设养护管
理办法》，明确了农村公路规划、建
设、养护、管理的责任主体。按照统
筹规划、分级管理、保障投入、确保
畅通的原则，逐步建立管养分离、市
场运作的管理机制和依法管理、安
全畅通的公路交通环境。严格按照
县道每年每公里不低于12000元、
乡道每年每公里不低于5000元、村

道每年每公里不低于2000元的标
准安排专项资金用于农村公路养
护。

自2016年以来，邹平市政府每
年拿出800万元资金纳入年度预算
保障农村公路养护工作。2021年
初，邹平市交通运输局通过公开招
标确定了第三方农村公路养护实施
单位。养护中标单位安排80余名
日常保洁人员上路保洁，同时安排
清扫车辆清扫重点路段，按照人机
结合的工作方式，确保管养路段路
面清洁。

邹平路网状况改善工程完成186公里
“建设‘四好农村路’服务乡村振兴”系列报道之三

滨州日报/滨州网惠民讯（通讯
员 王维维 报道）今年以来，惠民县
行政审批服务局积极探索“跨区域
通办”新路径，争当政务服务跨区域
通办带头人，在加入多个审批联盟
的基础上，主动与省内外县区进行
对接，建立通办合作机制，打造跨区
域通办政务服务新格局。

公布通办事项清单，形成月调
度工作机制。结合国家部署“跨省
通办”事项及山东“全省通办”事项，
围绕医疗、住房、社保、民政、公安、

交通等民生领域，该局牵头县直相
关部门，梳理出惠民县能实现异地
咨询、异地受理和异地办结的通办
事项，明确事项线上线下办理途径
及联络人员。5月份，印发《惠民县
推进“跨省通办”“全省通办”工作的
通知》，每月调度和通报跨区域通办
改革工作开展情况、通办事项办件
量和完成度等情况，并纳入政务服
务年度考核重要组成部分，为工作
常态化规范化运行提供了制度和机
制保障。

签订通办合作协议，建立点对
点对接机制。今年初，该局加入“山
东西部经济隆起带全省通办行政审
批一体化联盟”“鲁冀经济崛起带跨
省通办联盟”，与省内外18个县区
签订合作协议；6月，加入全国“云
上办——跨省通办”政务服务平台，
与251个县区建立跨省通办合作联

盟；7月，主动发函对接，与省内外
230余个县区签订“点对点”政务服
务通办合作协议。截至目前，该局
共与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500余个县区兄弟单位签署合作协
议，成为我市“跨省通办”“全省通
办”异地合作单位最多的县。

设置通办服务窗口，实现立体
式窗口布局。该局协调政务服务大
厅人社医保板块、公积金板块、不动
产板块、税务板块、一窗受理区及其
它高频通办事项服务板块，设置跨区
域通办服务窗口，建立“收受分离”工
作模式，打破事项办理的属地化管理
限制。在不改变原有办理事权的基
础上，申请人可在通办服务窗口提交
申请材料，窗口收件后对申请材料进
行形式审查、身份核验，在线推送给
业务属地部门进行审批。对申请材
料原件必须进行审查的，通过邮件寄

递至业务属地部门进行办理。目前，
惠民县已为群众异地办理医保、社
保、公积金等事项10万余件。

畅通邮寄帮办服务，打造便民
化服务模式。聚焦企业和群众普遍
关切的异地办理事项，该局牵头成
立惠民县政务服务大厅全领域全流
程帮办代办队伍，从网上申报到材
料整理，推行无偿帮办、代办、跟办
服务，为企业和群众提供错时、延时
服务，满足不同群体异地办事的差
异化需求。同时，推行材料免费寄
递服务，完善邮政寄递管理机制，用

“快递跑”取代“群众跑”，构建“线上
专网、线下专窗、服务专程、联络专
人”的跨区域通办服务模式，打造服
务高效联通、群众便捷省心的跨区
域通办服务新格局，努力叫响“惠办
事”特色服务品牌，不断擦亮“滨周
到”营商环境金字招牌。

惠民打造跨区域通办政务服务新格局
成为我市“跨省通办”“全省通办”异地合作单位最多的县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
转办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第二十四批）

9月 19日，中央第二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向山东省转办信访
件212件，其中来电67件，来信
145件。涉及我市信访件2件，其
中大气污染问题2个。上述信访
件已全部交由相关县（市、区）办

理，整改和落实情况将及时公开。
截至目前，中央第二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累计向山东省转办
信访件4494件，其中涉及我市信
访件185件。

9月 20日，中央第二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向山东省转办信访
件280件，其中来电76件，来信
204件。涉及我市信访件14件，
其中大气污染问题5个，水污染问
题2个、土壤污染问题2个，其他
问题5个。上述信访件已全部交

由相关县（市、区）办理，整改和落
实情况将及时公开。

截至目前，中央第二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累计向山东省转办
信访件4774件，其中涉及我市信
访件199件。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
转办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第二十五批）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
文璐 丁春晓 报道）9月18日上午，
第二十三届滨州沾化冬枣节启动仪
式暨新闻发布会在济南举行。记者
在发布会现场获悉，沾化冬枣节9
月20日全面启动，节会时间为9月
20日—10月20日。

据了解，本届节会坚持“为民、
务实、节俭”理念，采取“线上+线
下”相结合方式，搭建新媒体矩阵平
台，全面推广沾化冬枣全流程标准
化产销模式，提升“沾化冬枣”品牌
辨识度，主要安排开展沾化冬枣“走
进城市品牌宣传”活动、冬枣大赛、
沾化冬枣“乡村振兴”明星网红直播
带货大赛、“冬枣之乡”旅游摄影大
赛等在内的11项活动，打造“沾冬2
号”全新市场品牌，进一步拓展销售
渠道，举办一届贯穿沾化冬枣采摘
季，更有特色、更有效益、更有影响
的大会。

同时，沾化冬枣品牌新形象亮
相发布会。从设计来说，LOGO的

形状完全取自于一颗真实的“沾冬
2号”冬枣。“一颗成熟的冬枣，尤其
是一颗沾化独有的‘沾冬2号’冬
枣，放眼望去，就像一个缩小版的地
球，‘沾化冬枣——一枣一世界’的
创意由此而来。”沾化区委副书记陈
玉娟介绍说。

根据这一设计理念，当地推出
了十几款不同的礼盒版和简洁版包

装，可适用于不同人群、不同消费场
景，有利于在青少年群体和互联网
传播。值得一提的是，创意十足的
沾化冬枣版“福枣盲盒”也同步推
出，把“枣升职”“枣加薪”“枣脱单”
的祝福和“枣回家”“枣睡觉”的关怀
送给大家。

据悉，沾化冬枣节已成功举办
了二十二届，成为闻名省内外的金

牌节会。今年以来，沾化区结合贯
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关于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施
意见，立足现有产业基础，加快推动
沾化冬枣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实施

“双增双提”工程，即：年内新增设施
大棚2万亩、到2025年达到15万
亩，新增“沾冬2号”1万亩、到2025
年达到10万亩；提高冬枣产业质量
效益，到2025年产业产值突破80
亿元、枣农人均收入达到2万元。
加快构建沾化冬枣“1+3+10+N”发
展新格局，即：打造1处万亩沾化冬
枣高质量发展示范区，3条沾化冬
枣高质量发展长廊，10处沾化冬枣
高质量发展示范园，N处沾化冬枣
高质量发展示范点，实打实地做好
推动冬枣产业高质量发展各项工
作。今年以来，全区改良“沾冬2
号”10363亩，总面积达到3万亩；
新建冬枣大棚14378亩，总面积达
到4.4万亩。

第二十三届滨州沾化冬枣节全面启动
节会时间为9月20日—10月20日，主要开展沾化冬枣“走进城市品牌宣传”活

动、冬枣大赛等11项活动，打造“沾冬2号”全新市场品牌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州讯（通讯
员 报道）近日，山东省第七届“山东
慈善奖”评选表彰活动结果公布，共
评出慈善楷模、捐赠个人、捐赠企
业、慈善项目四大类奖项。魏桥创
业集团荣膺“山东慈善奖”捐赠企
业。

“山东慈善奖”是山东省慈善领
域的最高奖项，2009年“山东慈善
奖”首次颁发，之后每两年颁发一
次，主要表彰我省在赈灾、扶老、助
残、救孤、济困、助学、助医以及支持
文化艺术、环境保护等公益慈善领
域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机构及项

目。
一直以来，魏桥创业集团积极

履行社会责任，充分展现大企业的
责任担当。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初
期，魏桥创业集团率先向武汉、山东
和滨州慈善总会捐款3000万元，并
紧急组织转产生产防护口罩，向防
疫一线捐赠6万只口罩。集团董事
长张波克服重重困难，紧急从欧洲
采购回一批医用手套、防护服、护目
镜等价值20万欧元的医疗物资，捐
赠给邹平市中医院。向意大利捐赠
8万只医用口罩，并向德国、几内
亚、印尼捐赠口罩等防疫物资。

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
魏桥创业集团向灾区捐款600万元
与价值700万元的被褥、服装等灾
区急需的物资。2010年青海玉树
地震，魏桥创业集团向灾区捐赠款物
价值100多万元。2019年台风“利
奇马”侵袭期间，企业在奋力组织抗
洪抢险的同时，还为各安置点村民送
去了2000余件向尚运动衣物。

2015年开始，魏桥创业集团与
滨州市慈善总会签订企业认捐特困
家庭救助基金协议书，每年交付50
万元慈善利息专项用于全市特困家
庭救助。自2017年开始，携手北京

彩虹公益基金会开展“彩虹之家”公
益活动，分别在大别山区、山东菏
泽、云南砚山等地为留守儿童建起

“彩虹之家”，为儿童配备书包、图书
及教学设备设施等，项目受益儿童
达1万多人。

与此同时，魏桥创业集团还大
力支持学校和教育事业以及各类公
益项目。2019年，向中国科学院大
学捐赠8000万元教育基金；向邹平
市和沾化区500余名孤困儿童捐助
价值36万余元羽绒服等爱心物品；

“关爱马路天使”活动中，为环卫工
人送去近300套防寒物品。

魏桥创业集团荣膺“山东慈善奖”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州讯（通讯
员 报道）为进一步加强进口冷链食
品疫情防控工作，根据省、市有关工
作部署要求，在坚持常态化疫情防
控的基础上，滨州市市场监管局在
全市范围内开展进口冷链食品疫情
防控专项整治行动。

此次行动自2021年9月17日
开始至10月31日结束，持续40天
时间，重点检查落实食品监管责任
和防疫责任，食品生产经营者落实

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和疫情防控主体
责任等情况：

防疫政策要求贯彻落实情况。
食品生产经营者、冷库经营者、食品
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等市场主体对

“四专、三证、八不”要求知晓度和执
行情况。

进口冷链食品全链条追溯情
况。进口冷链食品出仓后上传“三
证”（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货物
清单、出仓证明）情况，进口冷链食

品生产经营各环节主体准确完整上
传食品信息，形成完整追溯链条情
况。

进口冷链“四专”管理情况。进
口冷链食品生产经营单位落实进口
冷链食品专用通道进货、专区存放、
设置专柜、专人销售“四专”要求，及
亮码销售情况。

检测接种情况。进口冷链食品
生产经营单位相关人员按照规定频
次落实核酸检测要求和完成全程疫

苗接种情况；市场监管一线人员、药
店人员应检尽检情况。

“八不”行为查处情况。各地落
实进口冷链食品生产经营者周检查
制度情况，对检查发现的问题采取
停业整顿和公开曝光情况。

集中监管专仓规范运行情况。
专仓作业人员“三集中一隔离”、人
员防护、离仓人员管理、医疗废弃物
处置等情况。

我市开展进口冷链食品疫情防控专项整治行动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
青博 报道）9月 18日晚，山东省

“外贸优品汇 扮靓步行街”出口产
品转内销系列活动暨“2021山东
礼惠金秋消费季”启动仪式举
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宝
亮在滨州市分会场出席活动。

滨州市分会场活动时间为9

月18日、19日，地点位于滨州颐
园广场，内容包括滨州美食展、优
质食材展、滨州首届特色美食大
赛暨2021饭店餐饮行业创先争优
（厨师）大赛选拔赛等，旨在展现
滨州特色美食文化魅力，助力全
市消费品质提升。

“2021山东礼惠金秋消费季”
滨州市分会场活动举行

一枣一世界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樊
飞 报道）9月18日，市委常委、组
织部部长曾晓黎到滨城区督导全
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曾晓黎分别到渤海七路西侧
“八小行业”经营场所和市东街道
文苑社区及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督
导。他表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工作到了关键时刻，要保持住创
建成果，严格对照标准要求逐一
梳理排查，查缺补漏，狠抓落实。
他要求，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要充
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深入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创
新服务群众方式。

市领导到滨城区督导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对照标准梳理排查
查缺补漏狠抓落实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王
健 报道）为切实做好全国文明城
市创建工作，9月9日至14日，市
创城办按照“点位+周边”“普查+
精准”的督查原则，先后就主城区
农贸市场、交通场站、商场超市等
六大重点点位周边的62个生活小
区静态达标情况进行了抽查，并
按照《全国文明城市创建重点部
位实地测评标准》（2021年版）进
行了模拟测评，按百分制计算得
分进行排名，并对测评结果进行
通报。

《通报》中对本次测评排名前

三的生活小区所属责任单位市退
役军人事务局、沾化区住建局和
滨州五海自来水有限公司给予通
报表扬，对得分80分以下的11个
生活小区所属街道、包保的责任
单位、16个小区提出通报批评，同
时按照《滨州市文明单位动态管
理办法（试行）》的规定，给予被通
报批评单位在2021年度文明单位
（社区）复审总成绩中扣2分的处
理。

市创城办要求，滨城区、沾化
区、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创城办
及责任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
识，举一反三，对表对标，严格按
照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标准要
求，全面落实创城工作任务，做好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市创城办将
继续对生活小区进行专项测评通
报，仍未整改到位的，将按照《滨
州市文明单位动态管理办法（试
行）》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滨州市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生活小区专项测评排名公布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沾化区住建局和滨
州五海自来水有限公司获通报表扬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
转办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第二十六批）

9月 21日，中央第二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向山东省转办信访
件283件，其中来电65件，来信
218件。涉及我市信访件16件，
其中大气污染问题7个，水污染问
题4个、土壤污染问题1个、噪声
污染问题1个、其他问题3个。上

述信访件已全部交由相关县（市、
区）办理，整改和落实情况将及时
公开。

截至目前，中央第二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累计向山东省转办
信访件5057件，其中涉及我市信
访件215件。

沾化冬枣品牌新形象亮相发布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