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伟大祖国，令我们自豪！富
强滨州，让我们骄傲！

日子一天天地变美了！无须
回首凝眸，也无须刻意搜寻，这种
美其实就在我们的眼前，就在我
们的手边，就在我们的心里。如
浪花翻滚，她无时无刻不在变动
更新；如细雨润物，她随处随地都
在积流成溪。

2021 年国庆节来临，七天的
假期，让我们在匆忙中得以小
憩——在收获的季节里 、喜庆
的氛围里，用轻松的身心去与
美相约相拥，释放一份激情，感

受一份幸福。
那么，请不要羞涩，更不要吝

啬，拿上相机，拿出手机，无论是
白首朱颜、风华正茂，还是天真烂
漫，都把最新的这场“与美的约
会”留住！分享！

一起来吧，一起把美好定格，
一起把幸福记忆！滨州网《感恩
伟 大 祖 国 礼 赞 富 强 滨 州 ——
2021，我的国庆节》栏目在这里等
你！

征集日期
2021年10月1日—7日
征集内容
本次征集活动的主题是“感

恩伟大祖国，礼赞富强滨州”。不
论你是在家里家外，也不论你在
干什么，只要你于细节处发现了、
感受到富强滨州的美好，能表达
你对伟大祖国的自豪之情、感恩
之情，就请你拍摄下来，并配上简
短的介绍和感悟，剪辑整理后，投
稿至《感恩伟大祖国 礼赞富强滨
州——2021，我的国庆节》投稿系
统。

征集要求
视频：时长3分钟以内
图片：每组10幅以内
配文：300字以内

征集奖励
凡投稿作品一经录用都有

稿费。
一类作品：稿费300元
二类作品：稿费200元
三类作品：稿费100元
投稿方式
视频、图片作品通过滨州网

投稿系统即拍即投 ：http://old.
binzhouw.com/index/gqsypic

注：投稿时请务必留下真实
姓名和联系方式。

滨州日报社新媒体编辑部
联系电话：0543-3186377

““感恩伟大祖国感恩伟大祖国 礼赞富强滨州礼赞富强滨州————20212021，，我的国庆节我的国庆节””
图片和短视频征集启事图片和短视频征集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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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假期临近，为引导市民尽
量不远行，就近乐享、乐游、乐玩，

《滨州日报》以10个整版的形式重
磅推出“县区新风景 国庆打卡地”
旅游特刊（见滨州日报9月28日第
7 版至 16 版），全面展示着滨州的
环境之美、发展之美、时代之美。

透过旅游特刊一个个精彩的版

面，让市民看到了新建设的城市地
标、生态旅游景区、观光农业示范点、
现代化产业集群代表地、“双型”城市
建设代表地等，这，无一不在展现着
现代化富强滨州建设的新魅力。

美景美食就在身边，旅游打卡
何必去远方。

旅游，就是为了遇见最美的风
景，让自己行走在画中，畅游风景
中，感叹于我们的城市之美。然
而，秋光虽好，安全更重要。在享
受风景无限好的同时，一定要遵循
良好的旅游秩序。在疫情防控常
态化的当前，我们外出游玩时一定
要自觉遵守预约制，积极主动配合
景区的防控措施，持续保持警惕状

态，避免侥幸心理，做好自我防护，
严格配合景区的防疫规定和措施，
做到旅游和防疫两不误，这也是当
前文明出游的基本要求。

每一个景点都是一幅画，每一
个人都是画中的一景。旅游之美，
美在赏美景品美食，美在文明的一
言一行。走出家门，别忘了将文明
和涵养一同装进行囊。文明旅游
不仅仅是个人形象，也代表着一座
城市的形象，甚至一个国家的形
象。旅游，除了赏美景，品美食，放
松心情，陶冶情操之外，还要携文
明同行，在景区里展现个人的文明
素养和公德心。“你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出门在

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自己
的个人形象。每一次出游，已不仅
仅是简单的游玩，更是体现文明素
养的过程，让我们自觉践行文明旅
游，成为旅途中行走的“最美的风
景”吧。

文明的素养从来都不是说出
来的，而是铭于心、见于行。景区
在做好引导、疏散和执行严格要求
的同时，我们在背起背包时也要记
得带上文明素养和公德心，继而去
发现美、感受美、体验美，放松身
心、愉悦心情，在最美的风景里遇
见文明的自己。

我们相信，与文明同行的旅游
定然会美不胜收。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胡
旭阳 通讯员 徐惠 报道）国庆假
期，正是旅游好时节。无论去哪里
游玩，请一定带上这张文明旅游清
单，让旅游更舒心，休闲更惬意。

遵守秩序。旅游时请有序排
队，不并行挡道，不插队抢排，不喧
哗吵闹，不在公众场所高声交谈，
人员之间保持安全间距。

保护生态。外出游玩时请不
踩踏绿地，不攀枝折花，不追逐、违
规投打投喂动物。

保护文物。请不要在文物古
迹上涂刻，不攀爬触摸文物，拍照
摄像时一定要遵守文物保护规定。

讲究卫生，节约用餐。请注意
公共卫生，不随地吐痰、吐口香糖，
不乱扔废弃物，不在禁烟场所吸

烟；就餐时请使用公筷公勺，减少
使用一次性餐具，按需取餐，文明
就餐，拒食野味，落实“光盘行动”，
杜绝“舌尖上的浪费”。

健康出游。请落实疫情防控措
施，出门游玩时记得戴口罩、勤洗
手，打喷嚏时注意掩口鼻，并配合景
区、酒店、旅行社等做好健康监测，
发现身体异常后要及时向带团导游

或有关部门报告。同时，一定要加
强个人防护，随身携带足够的口罩、
消毒剂等防护用品，减少人员聚
集。游览期间要服从疫情防控期管
理规定，提前预约，出示“健康码”

“行程卡”，主动接受体温检测。
爱惜公共设施。不污损客房

用品，不损坏公用设施，不贪占小
便宜，节约用水用电。

全省人防工程定额与质量监督业务培训班举办

我市相关工作作为典型推广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任

斐 通讯员 吴国强 报道）近日，省
人防办组织举办了全省人防工程
定额与质量监督业务培训班，市住
建局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服务中心
在培训班上作典型发言。

据介绍，市住建局建设工程
质量安全服务中心坚持靠前服
务与监督检查并重开展，通过机
构改革的实施整合了人防工程
和建设工程质量监督两方面监
督力量，使人员和技术力量得到

了扩充和提升；实行人防工程质
监登记手续、建设工程质监登记
手续和施工许可合并办理，有效
控制建设项目未办理人防工程质
监手续而擅自开工建设的情况出
现。在具体工作中，该中心重点
突出工程实体质量监督，确保工
程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不断优
化监督工作机制，全面提升服务
质量；开展人防工程质量通病专
项检查，确保人防工程整体质量
稳步提升。

与文明同行的旅游定会美不胜收
程海莉

国庆假期出游，请带好这张文明旅游清单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胡旭
阳 通讯员 李斌 报道）为扎实做好全
市文体生活满意度提升工作，9月
24日至25日，市文化和旅游局委托
滨州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采取随
机抽取电话号码进行访问的形式，
对全市群众文体生活满意度进行了
电话调查。

电话调查着重从当地群众文化
活动开展、戏曲进乡村、公益电影放

映等方面了解群众满意度，征求群
众对文体生活的意见建议。本次调
查共拨打电话10000余个，采集到
有效样本3500个，其中滨城区、邹
平市、惠民县各540个，沾化区、阳
信县、无棣县、博兴县各470个，共
收集群众意见建议300余条。

文体生活满意度是省对市经济
社会综合发展考核指标之一。今年
以来，滨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制订了

《2021年提升群众文体生活满意度
工作方案》，从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建
设、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整体形象宣
传、满意度调查预测等四个方面进行
总体安排，通过广泛开展文艺演出、
送戏下乡、公益电影放映等各项群众
文化活动，不断提高群众的参与度，
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方式不断扩大宣
传的覆盖面，确保群众知晓度，全方
位提升群众对文体生活的满意度。

本次调查依托市社情民意调查
中心规范的电话访问调查系统，访
问样本具体到乡镇（街道），扩大了
现场调查的覆盖面，提高了调查的
精准度。此次调查的结果、排名将
反馈到各县市区，为今年各县市区
提高群众文体生活满意度提供基础
数据。同时，对群众反映的意见建
议将分层分类梳理，督促相关责任
方限期整改。

我市完成群众文体生活满意度电话调查
本次调查采集到有效样本3500个，为提高群众文体生活满意度提供了基础数据

滨州日报/滨州网沾化讯（通
讯员 郑宁 报道）为落实“双减”政
策，提升教学质量，近日，沾化区下
洼镇凤凰小学“开门纳计”，组织开
展了“学校开放日”活动，邀请家长
走进校园、课堂，看成果提意见。

活动前，学校制订了切实可

行的方案，旨在让更多家长了解
学校的管理与发展趋势、课堂教
学和课改动向。交流中，家校双
方坦诚相待，共同就学校建设、
学生管理等工作进行了交流。
活动的开展，有利于促进家校共
育，助力学生健康成长成才。

凤凰小学“开门纳计”促进家校共育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任斐
通讯员 付欣欣 报道）《滨州市工程
建设领域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办
法》将于10月1日起正式施行，为做
好该办法的宣传和贯彻落实，9月
29日，我市正式启动《滨州市工程建
设领域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办法》
政策宣传月活动。

据悉，此次政策宣传月的主题
是“根治欠薪 规章先行”。启动仪式
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条幅、
设置宣传展板、发放宣传材料等方
式，向参加活动的企业代表和农民
工详细讲解了相关法律规定和工资
支付政策，旨在进一步增强用人单
位依法履行工资支付主体责任的行
动自觉，提高农民工通过合法途径
理性维权的意识。

《滨州市工程建设领域保障农
民工工资支付办法》是全省首部保
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方面的政府规
章，该办法的出台标志着我市根治
欠薪法治化治理进程向纵深推进。
政策宣传月活动启动后，我市各县
市区、各行业主管部门将围绕《滨州
市工程建设领域保障农民工工资支
付办法》多层次组织学习培训、多渠
道开展集中宣传、多方位抓好日常
宣传，在深入街道社区、建筑工地、
工厂车间传播法律知识、解答农民

工法律困惑的同时，还将充分利用
门户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搭建
法律宣传互动交流平台，确保该办
法内容人人知晓，根治欠薪人人参

与、人人维护；着重加强对各项目施
工单位负责人、相关劳资管理人员
以及广大农民工的普法教育工作，
对于恶意欠薪者、恶意讨薪者有责

必追究、违法必严惩，切实营造起
“不愿欠”“不能欠”“不敢欠”的社会
氛围。

《滨州市工程建设领域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办法》将于10月1日起正式施行

我市启动“根治欠薪 规章先行”政策宣传月活动

遗失声明
联系电话：3186726 18654306492

王 艳 锋（ 身 份 证 号
140303197309120026）中
国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证书
丢 失 ， 证 书 编 码 ：
3720180400。 特 此 声 明
作废。

内资股权出质登记通知书
二 份 ，质 权 登 记 编 号 ：
371600201806070001；出
质人：山东汇鑫金属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质权人：邹平辉煌型
材科技有限公司；出质股权所
在公司，山东邹平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不慎丢失，声
明作废。

受有关单位委托，滨州产权交
易拍卖中心定于2021年10月14日
上午10时通过中拍平台（http://
paimai.caa123.org.cn）对山东国科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资产一宗进行
公开拍卖。

一、标的简介：山东国科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资产一宗打包整体拍
卖，参考价：200万元。该宗资产位
于邹平市码头镇，包括：房屋建筑
物、构筑物、机器设备、土地租赁
权。标的具体情况以现场看样为
准，参见评估报告等相关文件。

二、竞买申请与登记：有意竞买
者请于2021年 10月13日下午16
时前将竞买保证金20万元存入指

定账户（户名：滨州产权交易拍卖中
心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账 号 ：
37050183790800000511 开户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邹平支
行），并于2021年10月12日、13日
下午17:00时前持相关有效身份证
件及竞买保证金缴纳凭证到我中心
办理竞买登记手续（不成交保证金
无息退回）。

三、标的展示：自公告之日起至
报名截止在标的所在地现场展示。

联 系 电 话 ：13705437965
0543-3387939

公司地址：滨州市黄河五路
338号滨州日报社3楼

滨州产权交易拍卖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9月30日

拍卖公告

债务人山东博兴汇仁纺织有限责任公司，你公司在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兴支行办理的两笔委托贷款本金合计150
万元及利息至今均未归还，请你公司立即履行还款付息义务。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兴支行
2021年9月30日

公告

受有关部门委托，我公司定
于2021年10月7日上午10点
通过中拍平台对以下标的进行
公开拍卖：

债 权 一 宗 ：参 考 价
131038.9 元，竞买保证金 3 万
元，具体资料详见标的清单。

有意竞买者请于公告之日
起至2021年10月6日17时前
将规定数额的竞买保证金存入
以下账户（户名：山东金谷拍卖
有限公司，开户行：邮储银行邹

平 市 支 行 ， 账 号 ：
937008010047558894）以到账
为准。并于2021年 10月 6日
17时前持有效身份证件及汇款
凭证到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
续（不成交保证金无息退回）。

展示及报名时间：自公告之
日至2021年10月6日16:00

中拍平台网址：http：//pai-
mai.caa123.org.cn

联系电话：
18954337486 张经理

山东金谷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9月30日

拍卖公告

王见南幼儿园多彩活动献礼祖国华诞

摄影大咖用镜头记录摄影大咖用镜头记录““枣乡美枣乡美””

9 月 26 日，滨州市摄影家协
会联合沾化区下洼镇人民政府
举行了“冬枣红·枣乡美”——摄
影家走进下洼摄影采风活动，来
自省、市以及各县市区摄影家协

会的摄影家们用镜头聚焦枣乡、
枣农和冬枣产业，助力下洼乡村
振兴。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李
默 张丹丹 摄影）

滨州日报/滨州网沾化讯（通
讯员 刘金辉 吴冬梅 报道）为引导
幼儿厚植爱国主义情感，为幼儿扣
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在“十一”国庆
节来临之际，沾化区古城镇王见南
幼儿园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红色主
题活动，助力红色基因传承。

活动中，孩子们高举红旗，
在老师引导下排列成“中国”字
样，献礼祖国华诞；师生同唱《歌
唱祖国》、共演手势舞《五星红
旗》，营造出热烈气氛。最后，全
体师生齐声高喊“祖国，生日快
乐”，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州讯（通
讯员 李建辉 报道）9月29日，笔
者在纪念山东省文联、山东省作
协成立70周年座谈会上获悉，滨
州市文联选送的2件艺术作品荣

获第十二届山东省“泰山文艺
奖”。其中，邹平市吕剧团创作的
现代吕剧《马耀南》获戏剧类二等
奖，张家会创作的中国画《和风墨
韵》获美术类三等奖。

我市2件作品获
第十二届“泰山文艺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