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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介入现实 积极影响滨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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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个人说了算 严禁说情打招呼
严禁违规用人 严禁跑风漏气
严禁弄虚作假 严禁干扰换届

换届纪律“十严禁”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裴庆力 通讯员 赵惠娟 报道）9
月16日，我市与淄博市、济南市
流域断面横向生态补偿三方协
议签订仪式在邹平举行。在充
分考虑上下游共同利益，明确上
下游地区水质保护责任的基础
上，三市共同签订了黄河王圈浮
桥、滨州黄河浮桥两份横向生态
补偿协议，这也是我市首批签订
的横向生态补偿协议。

根据协议内容，济阳区、章
丘区、历城区、天桥区（上游），邹

平市、惠民县、高青县（下游）以
黄河王圈浮桥断面作为跨界补
偿监测断面；邹平市、惠民县、高
青县（上游），滨城区、高新区（下
游）以滨州黄河浮桥断面作为跨
界补偿监测断面，均以Ⅲ类水质
目标为补偿基准。断面月度补
偿资金基准额度为 100 万元。
若断面月度水质优于水质目标，
则下游补偿上游；若断面月度水
质劣于水质目标，则上游赔偿下
游；其他情况上下游互不补偿。
上下游、左右岸县（市、区），共同

设立断面流域横向生态补偿资
金，推动跨界断面水质只能更
好、不能变坏。

签约仪式后，我市还会同淄
博市、济南市就涉及小清河、杏花
河（漯河）、胜利河、孝妇河（人字
河）等重点流域的8个跨界断面补
偿基准、数据认定、生态流量等协
议内容进行了充分对接协商，三方
一致同意择日签订正式协议，进一
步夯实上下游协同共治、联防联控
工作基础，形成流域一体化保护和
齐抓共管大格局。

我市与济南淄博签订黄河干流
跨界断面横向生态补偿协议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葛
肇敏 报道）9月18日，在收看收听
完全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视
频会议后，我市立即召开会议，安
排部署全市疫情防控工作。市委
副书记、市长宋永祥出席会议并讲
话。

宋永祥指出，疫情防控事关群
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必须牢固
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从
严从实抓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特别是当前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复
杂，中秋、国庆两节将至，人员流动
频繁，气温逐步降低，疫情防控风
险和难度持续加大，各级各部门更
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坚决克服麻
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
心态，做到高度警醒、高度清醒、高
度戒备，全面筑牢疫情防控防线。

宋永祥强调，要抓好“外防输
入”，严格做好疫情重点地区来滨
人员排查追踪、入境人员管理、海
上防控、冷链食品及相关货物检测
消毒等工作，确保实现全闭环、全
覆盖、全链条管理；要抓好学校、医
院、人员密集场所、封闭管理场所、

隔离场所等重点部位疫情防控工
作，确保不出问题；要抓好疫苗接
种工作，做好加强针接种准备，规
范疫苗接种流程，做实做细群众服
务，确保“应接尽接”；要抓好核酸
检测工作，落实检测设备采购、分
配、培训、使用等各个环节，全面提
升核酸检测能力；要抓好传染病防
控工作，针对秋冬季传染病高发易
发特点，强化防治、加强监管，全力
将风险降到最低。

宋永祥要求，要完善常态化防
控指挥体系和工作机制，严格执行
值班值守、日报告等制度，统筹抓
好应急预案、实战演练、物资储备
等各项工作，确保在岗、在位、在状
态。要落实领导职责、属地职责、
属事职责，主动承担责任，形成疫
情防控强大合力。要聚焦重点人
群、重点行业、重点场所、重点领
域，持续开展常态化、高密度、大范
围的督导指导，及时发现问题，全
面整改到位。要广泛深入开展宣
传，全面提升群众防控意识和防护
能力。

穆杰、王进东出席会议。

我市安排部署“两节”期间疫情防控工作

时刻保持清醒头脑
全面筑牢疫情防控防线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丁
春贵 报道）9月 20日，市委副书
记、市长宋永祥现场督导调研城市
防汛和应急指挥工作。他指出，要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积
极防范，主动应对，全面做好应急
防汛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宋永祥先后到新立河钢坝闸
和南街小区，现场查看排水设施、
应急处置等情况。他指出，要做好
科学谋划，用发展眼光和战略思
维，推动城市规划建设，完善基础
设施，提升城市品质。要加大工作
力度，加快推进城区雨污分流改
造，有效解决城市内涝，努力提高
水体质量。

随后，宋永祥到市应急指挥中
心，督导各县市区和部门应急值
守情况。宋永祥强调，思想要高
度重视，加大监测预警力度，做
足充分的防汛准备，确保防汛工
作万无一失。措施要切实管用，
制订完善应急预案，落实各项预
防措施，特别是对低洼地区、积
水农田、忌水企业等，要做到装
备、人员备足备齐；同时要密切
关注危旧房屋、水库等重点部
位，一旦发生险情及时处置到
位。机制要精准长效，围绕节水、
供水、排水、雨水和中水利用、污水
处理等工作，统筹做好水的文章，
实现水资源综合利用，为现代化富
强滨州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郝吉虎参加相关活动。

宋永祥督导调研城市防汛和应急指挥工作

积极防范主动应对
全面做好应急防汛工作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青
博 王健 通讯员 伊善强 报道）9月18
日上午，全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举行。会议采
用视频连线直播方式举行，主会场
设在济南市，各市设分会场。滨州
市分会场设在高新区黄河谣生态健
康城康养器具研创中心项目现场。

市委书记佘春明，市委副书记、
市长宋永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

文禄，市政协主席张兆宏在滨州市
分会场出席会议。

据了解，我市参与此次全省现
场推进会集中开工的项目10个，总
投资29.25亿元，均是山东省今年集
中开工的第二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重点项目。其中，产
业发展类项目5个，黄河流域环境
污染“3+1”综合治理类项目1个，基
础设施类项目1个，水资源节约集

约利用类项目1个，水源涵养能力
提升类项目1个，文化旅游类项目1
个。

黄河谣生态健康城项目涵盖滨
州欣悦康复医院、映寿滙医康养联
合体、万物生颐养花园、健康产品研
创智造基地、黄河谣植物园、康养人
才教育培养六大核心板块，是我市
重点打造的医养健康产业集聚区、
康养度假休闲区和健康宜居示范

区。康养器具研创中心项目是“健
康产品研创智造基地”的重要组成
部分，主要承担高端智能医疗康复
器具的研发、设计和生产，项目建成
投产后可实现年产高端医疗康复器
具1万台套，将成为鲁北地区乃至
全省重要的高端医疗康复器具研发
生产基地。

张延廷、张宝亮、穆杰、王进东、
焦本强在滨州市分会场出席会议。

全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召开

我市总投资29.25亿元10个项目集中开工
佘春明宋永祥王文禄张兆宏在滨州市分会场出席会议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周
昆 报道）又是一年月圆时。滨州市
交通运输系统全员行动，恪尽职守，
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切实强化
民生保障，确保全市人民度过一个
平安祥和的中秋佳节。

节日期间，市公路事业发展中
心对普通国省道公路进行巡查，并
对雨后易积水路段及时进行清理疏
通，目前，普通国省道干线公路安全
畅通。为保障全市高速公路和国省
干线公路安全畅通，市交通运输综
合执法支队迅速行动，全面加强辖
区内的路面检查。目前，辖区内高
速公路和国省干线公路全线畅通。

滨城区交通运输局全员在岗，
积极做好保畅通保平安、疫情防控
及防汛等工作。节前对全区客运包

车企业的175台车辆进行了审验，
同时对440家货运企业进行安全工
作考评。加大对五四转盘等重点区
域巡查力度，严厉打击非法营运等
行为。对滨州火车站重点地区入滨
返滨人员进行身份信息核验、旅居
史询问等工作。对西外环、滨码路
等重点路段进行拉网式排查，对影
响排水、行车安全的障碍及时清
除。做好防汛物资保障，组织公路
快速抢修保障队伍，配备挖掘机2
台、装载机2台、平地机1台、单钢轮
振动式压路机1台。

沾化区交通运输局持续做好常
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对全区11家快
递企业、7家进口企业进行拉网式
排查，加强汽车站、客运车辆、港口
码头防控工作，坚决杜绝重点场所

疫情发生。同时，值班值守人员24
小时在岗执勤，做好调度安排，全力
以赴筑牢防汛交通“安全线”。截至
目前，出动执法车辆10车次，执法
人员30人次，巡查县乡道路200余
公里，县乡道路安全畅通。

惠民县交通运输局强化对客运
企业安全督导检查。同时，执法人
员在汽车站、医院、商超等重点区
域开展出租车违规经营和非法营
运打击行动，维护乘客合法权益，
保障人民群众安全出行。每日两
次对县域内主要县道进行安全隐
患排查，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及时
进行处置。

阳信县交通运输局积极主动作
为，深入一线扎实开展工作。目前，
已检查危化品运输企业6家，普通

货物运输企业5家。坚决做好假日
期间值班值守工作，准备防汛应急
抢险队伍30人，24小时待命，做到
一有险情立即行动。与公安部门开
展联合执法，在3处国省道入阳路
口设置3处检查点，共出动执法人
员12人，执法车辆6辆，打击超载超
限等违法行为，确保道路安全畅通。

博兴县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坚
守一线，到全县两客一危企业进行
督导检查，做好假日期间值班值守，
准备防汛应急抢险队伍32人，应急
救援车辆2辆，24小时待命。在陈
乔路等重点路段进行巡查，打击超
载超限等违法行为，出动执法车辆
6辆，执法人员24人。对小清河施
工地段进行24小时严密监控，督促
施工企业安全施工，安全度汛。

市交通运输系统：

全力保安全保畅通 护航群众欢度佳节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李
伟伟 通讯员 王政雷 报道）近日，
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1-8月全
市实际使用外资约4.21亿美元，完
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4.2%，同比增
长102.33%。

从行业看：1-8月，制造业实
际使用外资2.86亿美元，占全市外
资总额的67.97%，制造业项目过1
亿元美元的项目1个（邹平市创新
金属）、5000 万（含）美元的 1个
（邹平市宏桥新型材料），1000万
（含）-3000万美元的4个（沾化区
永盛新能源、无棣县中电能源、博
兴县中泰化学、惠民县利源达智能
设备制造项目）；无房地产业使用
外资。

从来源地看：1-8月，香港资
金占比约88.6%，新加坡资金占比
3.77%，开曼群岛、新西兰、美国资
金占比约 2.85%，日韩资金实现
2012 万美元（惠民县 1998 万美

元、阳信县8万美元、无棣县5万美
元、滨城区 1 万美元），占比约
4.78%，香港、新加坡资金占比仍
然较大，日韩资实现逐月提高。

从各县市区看：1-8月，邹平
市、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博兴县
实际使用外资总量分列全市前3位，
邹平市、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惠民
县序时进度分列全市前3位，沾化
区、无棣县增幅分列全市前2位。

从各省级以上开发区看：1-8
月，全市省级以上开发区实际使用
外资约4.2亿美元，其中邹平经济
技术开发区、滨州经济技术开发
区、博兴经济开发区实际使用外资
总量分列全市前3位。

从新设外商投资企业看：1-8
月，全市新设外资企业19家，分别
为滨城区5家，沾化区3家，邹平
市、阳信县、博兴县、滨州经济技术
开发区各2家，惠民县、无棣县、高
新区各1家。

前8月全市实际使用外资
同比增长102.33%

聚聚 第十四届全运会焦焦

滨州日报/滨州网西安讯（记者
任宵 通讯员 董会青 报道）9月18
日至19日，滨州运动员在第十四届
全运会上又获三枚金牌。截至目
前，滨州运动员已为山东代表团贡
献五金一银二铜。

9月18日上午，第十四届全运
会女子四人单桨赛艇A组决赛举
行。滨州选手鲁诗雨代表联合队参
赛，她们成功在最后时刻顶住压力，
以第一名撞线。这是本届全运会上
滨州的第三枚金牌。

鲁诗雨所在的联合队也叫奥运
队，是今年东京奥运会上参加这个
项目的原班人马，由鲁诗雨、王飞、
秦苗苗和林心玉四位姑娘组成。此
次全运会她们按照规则不拆队，以
联合队的身份参赛，奖牌计入各自
所属省份。当日的比赛中，鲁诗雨
与队友发挥得很稳定，前半程遥遥
领先，虽然在最后时刻受到了山东
队的挑战，但鲁诗雨带领队友加快
桨频，以6分28秒92夺冠。东京奥
运会上，她们四人曾夺得该项目的

第五名。
赛后的颁奖典礼上，鲁诗雨满

脸笑容，开心地跟队友们交流，接
受采访时，她也向记者展示了自
己的金牌。本次比赛的结束也标
志着一个赛事周期的结束，鲁诗
雨表示，她们的下一个目标是巴
黎奥运会，当然，这期间的亚运会
也会全力以赴。

9月18日下午，男子7人制橄
榄球决赛在大雨中开赛，滨州选手
单长顺随山东队迎战北京队，经过

一番鏖战，山东队以26比7的比分
力克对手，实现了全运会橄榄球项
目的三连冠。单长顺这枚金牌也是
本届全运会上滨州的第四枚金牌。

9月19日下午，柔道比赛举行
混合团体决赛，山东队以4比1战胜
北京队，获得冠军。山东队中有三
名运动员来自滨州，分别是来自邹
平的孙帅，来自无棣的王由良和来
自惠民的冯雪梅。三名运动员也为
滨州带来了本届全运会的第五枚金
牌。

滨州运动员在全运会上又获三枚金牌
目前已为山东代表团贡献五金一银二铜

9 月 21 日，农历八月十
五，夜晚明月高挂，市区蒲湖
风景区迎来了许多赏月的市
民。

不少市民和摄影爱好者
拿出手机或摄影装备拍摄美
景，希望将今年中秋夜的圆
月用影像记录下来。大家以
圆月美景期盼人之团圆，欢
度传统佳节。（滨州日报/滨
州网通讯员 赵利军 摄影）

月圆中秋夜月圆中秋夜
赏月庆佳节赏月庆佳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