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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做好施工许可办理 助力加快项目建设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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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讯
员 徐蕾 报道）今年以来，邹平市黛
溪街道便民服务中心贯彻“‘黛’您
办，‘溪’心办”工作理念，组织“邹小
帮”队伍主动做优做细有心、热心、
放心、贴心“四心”帮办代办服务，不
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做发现困难的“有心人”。“前几
天下大雨，储藏室漏水了，外边下大
雨，屋里下小雨，多亏了崔慧来帮我
查看房顶漏水情况，还及时帮我联
系了工人维修，真是太感谢咱们的
帮办代办员了！”马庄村村民孙启忠
激动地说。

“这种情况，雨天不好出行，我
们肯定要及时上门，联系工人为居

民维修，保证群众正常生活。”走出
孙启忠家，马庄村“邹小帮”帮办代
办员崔慧在雨中急匆匆地边走边
说，她还要赶往其他村民家里，看看
有什么需要做的事情。

做为民解忧的“热心人”。“我们
年纪大了，也不会用手机，这次办理
养老金业务，多亏了帮办代办员来帮
我们。”河西张村的村民张某某高兴
地说。听到村民这样说，河西张村帮
办代办员张传宝憨厚地笑了：“老年
人腿脚不方便，又不会用智能手机，
我来帮他们办理养老金，也是应该
的。”一个暖心的笑容，一句质朴的

“应该做的”，折射出了身为“邹小帮”
的他发自内心的责任感和服务意识。

做群众满意的“放心人”。“家里
就我们祖孙俩，我年龄大了，家里也
没有足够的钱供孩子上大学，多亏
了小高帮孩子申请这个助学金，真
的是太感谢了！”老人紧紧握着帮办
员高宝祥的手激动地说。

东关村帮办代办员高宝祥了解
到“温情慈善·滨州市事实无人扶养
儿童助学工程”政策后，积极走访村
里符合条件的家庭，宣传惠民政策的
同时与街道民政所联系，合力在最短
的时间内帮助困难学生申请办理，帮
助他们及时接受教育，减轻家庭负担。

做细致入微的“贴心人”。“帮村
里的退役军人查询一下优抚金，领
取健康体检卡，他们就不用再跑一

趟了。”“部分村民需要更换社保卡，
我就集中帮他们办理一下。”“村里
老人不少，有时生病需要住院治疗，
我帮他们跑跑腿开个证明，让他们
享受住院优惠，也能减轻一下经济
负担。”话虽简单，却概括了帮办代
办员刘鹏的日常工作，事项虽小，却
体现出他细致入微的贴心服务。

服务无止境，满意为群众。黛
溪街道现有村庄26个，每村都配备
了至少1名“邹小帮”，他们本着及
时即时、便捷高效、贴心暖心的服务
宗旨，全面提升服务意识、业务素质
和帮办代办能力，累计办理便民事
项1557件，以“四心”帮办代办服务
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

黛溪“四心”帮办代办服务提升群众幸福感

滨州日报/滨州网博兴讯（通
讯员 梁江山 报道）近年来，博
兴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始终秉承事
前现场勘验严格审查、事中帮办

代办暖心服务、细致做好施工许
可办理的工作理念，努力做好各
项工程建设审批服务工作。

今年以来，博兴县兴福镇按
照依法依规、统筹规划、因地制
宜的原则搞好旧村改造工程，城
外李村社区计划总投资13.5 亿
元，总用地面积 26 万余平方
米，规划用地面积24万余平方
米，总建筑面积 46 万余平方
米，并配备幼儿园、养老公寓等
配套设施，致力打造一个功能齐
全、配套完善的大型高档社区。

项目施工之前，该局工作人
员对施工现场和方案的严格审查
把关，是确保施工许可科学性、
合理性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为
进一步规范博兴县建设工程施工
许可审批工作，加强施工许可前
现场勘验，博兴县行政审批服务
局投资项目服务股工作人员从程
序上对现场勘验工作进行了细致
规范，重点对现场勘验流程、现
场勘察范围与内容、勘察记录的填
写等方面进行了规范，并采集能够
准确反映现场情况的照片作为证明

材料与踏勘记录表一同上报，对
于现场不符合施工条件的，一律
作退件处理，全力以赴为项目建
设提供最精准的审批服务。

下一步，博兴县行政审批服
务局将继续以“一窗受理、一网
通办、一业一证、一链办理、帮
办代办和好差评”服务体系为依
托，持续践行“六心”服务理
念，始终做到事前现场勘验严格
审查，事中帮办代办暖心服务，
严格做好施工许可办理，助力加
快项目建设步伐。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
刚 通讯员 王德 报道)为进一步加
大招才引智工作力度，吸引更多高
层次人才来到惠民开发区就业创
业，实现青春梦想，9月23日-26
日，惠民经济开发区招聘团队参加
了山东省四地市名校人才直通车
东北专场招聘活动。

本次活动为期4天，惠民经开
区招聘团队先后来到沈阳化工大

学、沈阳理工大学和长春理工大学
进行招聘，现场有14名不同专业
的大学生登记了个人信息，表达了
到惠民经济开发区工作的意愿。

据了解，这是今年以来该区第
二次名校人才直通车专场招聘活
动，为该区企业精准引才提供了平
台，为下一步加大人才引进工作力度
奠定了良好基础。

连日来，沾化区大高镇九牛
农牧生态循环示范园内的瓜果陆
续成熟，吸引周边地区不少游客
前来体验瓜果采摘的乐趣。

近年来，该镇大力实施“党支
部领办合作社”工程，打造了九牛
农牧生态循环示范园，带领群众
走出了一条以奶牛养殖为基础，
旅游采摘为吸引点的特色发展道
路，实现了村民、村集体“双增
收”。图为游客正在示范园内采
摘成熟的提子。（滨州日报/滨州
网通讯员 刘国青 摄影）

发展特色种植
助力农民增收

若问滨州海拔最高的村子在
哪里？邹平市西董街道上回村的
村民会骄傲地说：“就是我们上回
村。”

上回村，坐落于邹平南部山
区最高峰摩诃山脚下，有150余
户510余人。金秋时节，从邹平
西外环路拐到一条平整的村道
上，穿过下回村，再走不多远就是
上回村。这时你会觉得自己仿佛
走进了“光阴的故事”中，屋边路
旁，处处弥漫着秀、静、慢、闲的情
调，诗情画意俯拾皆是。

上回村被重重山峦环抱，滨
州最高峰海拔826.8米的摩诃山
就在村子的西端，遥望可见峰顶
附近有铁塔矗立。站在村里环顾
群山，满目翠绿，景胜江南。哦！
对了，现在山上有不少树龄超过
百年的柿子树，眼下柿子正红，树
上挂满“红灯笼”，万绿丛中点点
红，成了点缀山野的靓丽风景。
耳畔，正有溪水“哗哗”地从山上
流下来，穿越村庄，流出村外，村

里人说这是山泉水，清冽甘甜。
溪涧上有数座上世纪八十年代修
建的砖石桥梁，见证了上回村几
十年来的发展变迁。

美丽的上回村原本是个偏远
贫穷的落后山村，现任村党支部
书记、村委会主任王淑涛笑着给
我们介绍说，他家嫂子二十年前

嫁到上回村来，第一次晚上朝远
处张望时真被“吓着了”，害怕地
说：“恁看远处的灯都在脚下头，
俺这不是上半空中来了吗？”如
今，上回村修好了村内大大小小
的路，四处角落都种花植绿，石
墙、石屋、木栅栏、小桥流水、青
石、古树、民居民舍兼有山里味道

和现代气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越来越被这里的人
们重视，环境优势已经显现经济
效益。

来了才知道，这个小村不光
风景好看，好吃的东西也多得
是。水杏、桃子、红心萝卜、地瓜、
蔬菜以及各种杂粮，同样的品种，
在这里长得就特别好吃。这里水
好、空气好，没有片田，庄稼和果
树都在山坡上，被石块围成一小
片一小片的，休闲采摘时更是别
具一番味道。今年6月5日，王
淑涛策划举办了上回村首届水杏
采摘节，为村民推销“摩诃山”牌
农产品，为群众销售水杏4万余
斤。

现在，上回村这个原本“沉默
的小山村”，正依托自身的原生态
环境和红色资源、民俗文化等优
势，大力发展亲子教育、红色旅
游、民宿、特色采摘等产业。

摩诃山下上回村，秋日风景
正美丽。

滨州海拔最高的村落——

摩诃山下上回村 秋日风景正美丽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王锋 通讯员 宋月圆

惠民经开区招聘团队
赴东北高校招才引智

摩诃山脚下的上回村，云雾缭绕，景色优美，人们在这里享受着恬静生活。

遗失声明
联系电话：3186726 18654306492

惠民县石庙镇大田社区张
上梁后股份经济合作社公章，因
印章遗失，声明作废，且寻回后
不再使用。

中共滨州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工委党群工作部开户许可
证 副 本 丢 失 ：核 准 号:
J4660000903202，声明作废。

阳信运通运输有限公司鲁
MDH379(黄色）道路运输证丢
失，证号：371600805108，声明

作废。
阳信运通运输有限公司鲁

M4K37挂（黄色）道路运输证丢
失，证号：371600805203，声
明作废。

湖南书雁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阳信分公司银行开户许可证
正 本 丢 失 ，核 准 号 ：
J4663000612201，声明作废。

本人李振亮丢失红星美凯
龙惠民开发区商场2017年7月
9日开具的收款收据1张，金额
6000元，票号00000027，声明
作废。

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
讯员 张葳 报道）近日，邹平市好生
街道初级中学组织开展了暑假实
践作业展评活动。

据了解，暑假期间，广大团员、
少先队员通过阅读红色书籍、书写
心得体会的方式进行爱国主义教
育，在心中埋下红色种子。同时，
该校团委倡议学生放下手机，从力
所能及的家务开始做起，为父母精

心准备一桌饭菜，引导学生懂得感
恩。此外，该校组织学生通过观看
影片《少年的你》、办手抄报的形
式，倡议学生对校园欺凌敢于说

“不”。
此次实践作业展评，激发了广

大团员、少先队员的实践创作热
情，引导他们从小树立良好思想品
德，努力成长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好生街道初级中学开展
暑假实践作业展评活动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
刚 通讯员 何忠涛 报道）9月23日，
惠民县辛店镇司法所成功调解了一
起外地货车运费纠纷案。“真是太感
谢你了，没想到这么快就解决了俺的
难题！”来自乐陵的货运司机王某某
握着辛店司法所所长苏先传的手说。

据王某某反映，他通过某物流
信息平台承揽了一单货物运输生
意，发货地为海南，目的地为辛店镇

某加工厂，运费到付。当他将货物
运至目的地并索要运费时，收货方
表示货款全部与发货方结清，并且
货款已经包含了运费，该运费应该
由发货方承担。发货方和收货方都
拒绝支付运费，让王某某手足无措，
便找到辛店镇司法所进行求助。

该所工作人员接到求助后，立
即同王某某一起来到收货厂家，进
行核实。在详细了解相关情况后，

工作人员立即向收货方负责人明确
表示：第一，司机只负责货物运输，
货到收费是合法权益，不能因买卖
双方的纠纷损害第三方利益；第二，
该问题必须妥善处理，如处理不当
可能对政府的营商环境带来不利影
响。同时，工作人员给收货方负责
人两条建议，一是由收货方暂付司
机王某某的运费，其他纠纷由买卖
双方自行解决；二是收货方不付运

费，则将该货物就地封存，根据《民
法典》相关规定司机王某某行使留
置权利，待运费问题解决后收货方
再接收货物。

最终，在工作人员的教育和调
解下，收货方自愿支付王某某运费
10000元，一场纠纷得到圆满解决，
辛店司法所真正将“人民司法为人
民”的工作宗旨落到实处，有力地维
护和保障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将“人民司法为人民”的工作宗旨落到实处

辛店司法所及时调处一起运费纠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