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2
滨
州
网
手
机
客
户
端

2021年10月9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王光磊 程海莉
电话：3186761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孙
文杰 报道）10月6日，市农业农村
局发布关于应对阴雨天气做好秋
收秋种工作的技术意见。

当前正值我市秋收秋种的关
键时期。自9月中下旬以来，全市
降水较为频繁，导致田间水分接
近饱和，个别地区发生农田渍涝，
对秋收秋种造成不利影响。意见
对因地制宜做好秋收工作、适当
增加未播种麦田播量、发动群众
开展抢收生产、抓好播种质量等
给予指导。

受多种因素影响，今年玉米
成熟期推迟，目前大部分玉米并
没有真正成熟（除一些早熟品种
和因锈病等因素出现枯死），阴雨
对未成熟玉米的产量和品质影响
不大。意见建议不要冒雨收获，
如不能及时晾晒和烘干，收获后

堆积比在玉米棵上更容易霉变发
芽；收获后要及时进行晾晒或脱
粒烘干；有积水的地块，要先排除
积水再考虑收获。否则由于机械
碾压会恶化田间积水和压实土
壤，影响小麦播种。

对未能适期播种的麦田，要
适当加大播种量，以10月10日为
期限，每晚播两天，每亩可增加播
种量0.5公斤，要播前做好芽率试
验。统筹调度，最大限度地发挥
好履带式玉米收割机和烘干设备
的作用，组织群众在天气适宜能
下地时，尽快抢收，确保玉米颗粒
归仓。大力推广宽幅精量播种、
深施肥二次镇压划锄全幅匀播、
小麦增产节水高低畦种植技术，
提高播种质量，弥补晚播的不利
影响。

我市发布应对阴雨天气
秋收秋种工作技术意见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州讯（通讯
员 泥金儒 宁芳雪 报道）刚刚过去
的国庆假期，据统计，滨州辖区高速
公路车流量总计147万余辆次，日
均车流量21万余辆次，同比增长
3.29%。滨州高速交警支队提前
谋划，精心组织，周密部署，严格
落实节日期间各项交通安保工作
措施，全警全力、恪尽职守，确保
了辖区高速公路交通安全形势持
续平稳，全力护航逾百万车流平安
过境滨州。

节日期间，滨州高速交警支队
严格落实支队、大队、中队三级研判
制度，指挥中心每日一研判，每日三
调度，随时掌握天气情况、事故情

况、车流量情况和道路通行情况，为
次日交通态势和勤务组织作出科学
预判和有效支撑；各科队、各部门严
格按照支队的统一部署要求，全员
停休，全员参与，全力以赴，切实做
好大流量应对工作。

本着警力跟着警情走的原则，
紧盯黄河大桥、杨柳雪立交、沙洼立
交及鲁冀界等重点路段，紧盯8时
至11时、13时至16时等大流量重
点时段，合理部署执勤力量，最大限
度地把优势警力摆放一线路面，最
大限度地提高见警率、管事率、战
斗力，确保发生突发事件后第一
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第一时间快
速处置、第一时间恢复交通；高速

交警各大队加强与高速公路经营
管理单位的协作配合，加强收费
站、服务区、停车区的秩序维护，
提前在收费站、服务区、停车区、
立交枢纽和重点路段设置标志标
牌标线及水马锥筒等设施设备，优
化完善指路设施和车道布设，进一
步提升了通行能力。

节日期间，辖区高速公路出现
了持续的降雨恶劣天气，滨州高速
交警支队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全警
全力，全员上路，全力做好雨天应急
处置工作。积极联合交通运输、气
象、高速公路经营管理等部门，认真
排查可能出现积水、塌方等险情的
路段，通报相关部门妥善处理，科学

设置警示提示标志，提前消除各类
交通安全隐患；加大对降雨路段的
巡查力度，加强指挥疏导，维护通行
秩序，落实“降速、控距、亮尾”各项
措施，视情果断采取交通管制措施，
全力预防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利用
微博微信、电子显示屏、交通诱导屏
及导航播报软件等媒介平台，及时
发布天气预警、路况提示和交通管
制措施，引导群众理性安全出行；依
托“一路三方”联动机制，加强与相
关部门协作配合，建立信息沟通、勤
务联动机制，共同处置突发情况，及
时救助受困群众及故障车辆，力保
节日期间不发生长时间、长距离交
通拥堵。

滨州高速交警全力护航逾百万车辆平安过境
国庆假期，滨州辖区高速公路车流量总计147万余辆次，日均车流量21万余辆次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孙
文杰 通讯员 高立逸 报道）当前，我
市汛情严峻，连日的持续降雨对秋
季农业生产造成了不利影响。市
农业农村局迅速成立由县级干部
带队、农技专家组成的 4 个督导
小组，分赴各县市区查看指导，为
最大限度减少农业生产损失提供
方案。

根据督导小组了解调度，截至
10月4日，我市各县市区秋季农业
生产均不同程度受到降雨影响，当
地农业农村部门积极作为，第一时
间采取了有效救灾减灾措施。

滨城区统计秋收作物田间积水
面积约8.61万亩，各乡镇（街道）全
力组织人员进行排水，并积极联系
履带式玉米联合收割机进行机械作
业。截至3日上午，滨城区秋粮作
物已收获面积7.81万亩，占应收获
面积的15.42%，其中玉米收获7.06
万亩、占玉米应收获面积的14.4%。

连续降雨造成沾化区玉米田间
积水1.16万亩，倒伏0.29万亩，尤
其是自9月以来连续出现的阴雨天
气，对冬枣生产产生了较大影响。
该区农业农村局积极出台技术指导
意见，派出技术人员到田间开展技
术指导，并积极协调保险公司对承
保受灾作物进行及时查勘定损。目
前，该区共备有玉米联合收割机
720台套、小麦播种机1300台套；
秋季粮食作物已收获8.96万亩，其
中玉米8.76万亩、大豆0.17万亩、
地瓜 0.03 万亩，完成总面积的

13.26%，秋种面积0.34万亩。沾化
区今年预计冬枣产量6.1亿斤，自9
月中旬以来，大棚冬枣陆续上市销
售。针对连续降雨天气，农技人员
指导枣农采取了大棚加固、提高冬
枣树抗风能力、疏通排水通道等措
施。

邹平市台子镇、孙镇镇、九户镇
和码头镇田间积水严重，田间沟渠
水满。该市农业农村局抗灾督导组
赴各镇街开展技术指导，组织农户
自救，并通过粮食种植合作社、农机
合作社协调履带式玉米收获机和籽
粒收获机，调度烘干设备对已收获
无法晾晒的玉米进行烘干处理。截
至4日上午，邹平市共统计田间积
水玉米田17.3275万亩；收获面积
26.8万亩、青储面积1.25万亩，占应
收面积的31.9%。

博兴县安排了6个防汛抗旱包
保督导组分赴12个镇（街）现场查
看受灾情况，指导排涝救灾。该县
共统计晢时积水农田4.6万亩，农作
物倒伏0.35万亩，截至10月3日玉
米收获面积13.1万亩、机收率达到
90%以上。

惠民县召开抗灾督导工作会
议，派出7个帮包督导组分赴14个
镇（街道），督促群众采取措施抢收
抢种。截至10月3日上午，该县已
收获玉米 15.85 万亩，播种小麦
1.35万亩。

目前阳信全县农田基本没有积
水，玉米收获面积不到应收面积的
1%，果穗仍在植株上的玉米大部分
籽粒没有霉变、发芽情况，农业农村
部门出台了关于防范应对强降雨和
做好秋冬种工作技术意见。据调

查，因缺少晾晒场地，烘干设施相对
较少，同时土壤湿度过大农机作业
后易造成土壤板结，该县有许多农
户特别是种粮大户不急于收割玉
米。

无棣县统计农田积水面积780
亩。该县密切关注田间积水情况，
对容易出现积水内涝地区，及早疏
通沟渠并做好机械排水准备，努力
减少降雨对秋收、秋种工作的影
响。截至10月3日下午，已收获玉
米8.01万亩、大豆0.76万亩。

根据督导小组调度统计，目前
全市495万亩秋粮已收获13％，大
面积收获预计10月中旬开始。连
续阴雨天气对全市秋收普遍造成了
玉米成熟期延迟，田间泥涝机械无
法进地，早收玉米发生霉变、发芽次
生灾害等问题。有关专家指出，由
于现在是玉米成熟晚期，大雨对玉
米产量不会造成大的影响；同时，由
于墒情较好，对冬小麦种植面积会
有保障。

为最大限度减少阴雨天气对秋
收秋种不利影响，我市农技专家指
出，要尽快打通排涝沟渠，排除玉
米、冬枣等在田作物的田间积水；发
动群众大力开展抢收生产，尽力将
更多的在田农产品抢收归仓；最大
限度发挥好履带式玉米收割机和烘
干设备的作用，待天气好转，提高作
业效率，加快收获进度；抓好农资和
农机调配，做足秋种准备，确保冬小
麦及时播种。

连日持续降雨对秋季农业生产造成不利影响

我市农技专家深入田间指导农业生产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州讯（通讯
员 刘福磊 娄滨阳 报道）近日，市工
业和信息化局与中国信息通信研
究院在北京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将在构筑现代产业体系、打
造先进制造业基地、推进两化融
合等方面携手合作，为加快滨州
工业和信息化高质量发展赋能助
力。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是工信
部直属科研事业单位，是国家在
信息通信领域（ICT）最重要的支
撑单位以及工业和信息化部综合
政策领域主要依托单位，在全国
行业发展的重大战略、规划、政

策、标准和测试认证等方面发挥
了有力支撑作用。根据战略合
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产业基础
高端化、产业链条现代化、产业
发展生态化”发展要求，建立全
面、紧密、稳定的合作关系，充分
发挥双方优势，强化资源整合，
聚焦轻量化铝新材料装备制造、
医药医疗器械、新一代信息技术
等产业，加强在产业集群培育发
展、数字化转型、工业互联网、产
业生态构建等领域合作，提升滨
州产业发展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
力，加快滨州建设先进制造业基
地步伐。

市工信局与中国信息通信
研究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任
斐 通讯员 李蕙 报道）为进一步推
进省级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建
设，扎实推进各项试验任务落实
落地，近日，市城镇化服务中心组
织的滨州市第三季度省级城乡融
合发展试验区建设工作推进会议
在惠民县召开。

与会人员首先进行了现场观
摩，在随后召开的集中会议上，省
级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各参建
县市区作了交流发言。据悉，自
该项工作实施以来，市、县两级
各部门积极开展试验区建设工
作，滨城区、邹平市、惠民县、博
兴县作为建设主体扎实推进四
项试验任务落实落地，取得了显

著成效。
下一步，市、县两级各部门将

健全政策体系保障，充分挖掘我
市沿黄地区的黄河特色，加强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生态修复治
理，构建城乡绿色空间体系，在引
导城镇、产业、生态走集约、绿色、
高效、低碳道路等方面进行深入
探索，切实打好“黄河牌”。找准
着力点进行重点攻坚，在破解瓶
颈问题中谋求新发展。在全面
持续推进试验区建设的基础上，
每年将明确 1—2项重点攻坚任
务作为突破点，制订详细的工作
方案，搭平台、出政策、建体制，形
成典型经验做法并争取在全省推
广。

滨州市第三季度省级城乡融合发展试验
区建设工作推进会议召开

构建城乡绿色空间体系
切实打好“黄河牌”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
刚 报道）今年以来，滨州降雨持续
偏多。记者在滨州市水文中心了解
到：今年1月1日以来，全市平均降
水量为823毫米，较历史同期偏多
56%，较去年同期偏多42%。滨州
的降水量之多，从历史同期情况看，
2021年以来降雨量列1951年以来
的第四位。降雨最多的年份是
1964年，当年全市平均降水量在
1097毫米，其次是1990年的 895
毫米、1971年的860毫米。

市水文中心水情科科长常成告
诉记者，与常年同期相比，今年滨州
降水偏多。2021年1月1日8时至
10月7日8时全市平均降水量823毫
米，其中邹平市910毫米，比常年同期
相比多70%；惠民县878毫米，比常

年同期相比多65%；阳信县864毫
米，比常年同期相比多65%；无棣
县 819 毫米，比常年同期相比多
54%；博兴县830毫米，比常年同期
相比多54%；沾化区785毫米，比常
年同期相比多52%；滨城区776毫
米，比常年同期相比多47%；高新区
719毫米，比常年同期相比多36%。

今年6月1日滨州进入汛期以
来，全市平均降水量为734毫米，较
历史同期偏多63%，较去年同期偏
多69%。其中邹平市804毫米，比
常年同期相比多79%；惠民县798毫
米，比常年同期相比多75%；阳信县
782毫米，比常年同期相比多72%；无
棣县741毫米，比常年同期相比多
59%；博兴县728毫米，比常年同期相
比多70%；沾化区785毫米，比常年

同期相比多52%；滨城区693毫米，
比常年同期相比多55%；高新区646
毫米，比常年同期相比多44%。

今年9月1日以来，全市平均
降水量为234毫米，较历史同期偏
多185%，较去年同期偏多290%。
其中邹平市305毫米，比常年同期
相比多228%；惠民县207毫米，比
常年同期相比多144%；阳信县195
毫米，比常年同期相比多157%；无
棣县207毫米，比常年同期相比多
165%；博兴县309毫米，比常年同
期相比多259%；沾化区186毫米，
比常年同期相比多142%；滨城区
211 毫 米 ，比 常 年 同 期 相 比 多
160%；高新区252毫米，比常年同
期相比多211%。

据了解，山东9月以来的降水

量，已经达到1951年以来历史同期
第一位，也就是1951年以来同期最
多的降水纪录。据山东省气象台消
息，国庆假期期间，3日6时至6日
16时，全省普遍出现降水，平均降
水量36.9(毫米，下同)，折合水量约
57.9 亿立方米。各市平均：东营
81.6、德州 77.3、滨州 76.6、烟台
69.5、聊城 64.0、淄博 60.8、济南
46.5、潍坊 46.0、威海 32.4、泰安
28.4、青岛 17.7、济宁 11.0、菏泽
6.7、临沂2.5、日照1.4、枣庄1.0。

山东省气象台预计8日夜间至
10日上午，山东将再次迎来较明显
降雨过程，其中鲁西北的东部、鲁中
的东部、鲁东南和半岛地区有中雨
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小到中
雨，局部大雨。

滨州今年以来降水量列有记录历史同期第四位
1月1日以来，全市平均降水量为823毫米，较历史同期偏多56%，较去年同期偏多42%

集体婚礼集体婚礼 倡树新风倡树新风
10 月 2 日，“湖畔情 缘定锦秋”

博兴县移风易俗集体婚礼在县文化
广场举行。

活动中，博兴县委书记为 10 对
新人主婚，县委副书记为新人颁发结
婚证书，金婚夫妇为新人证婚并送上
祝福，全运会冠军张博文为新人送祝
福……一系列别出心裁的举措让这
场集体婚礼仪式感满满，祝福满满。

这次集体婚礼形式新颖，温馨简
朴，是深化移风易俗，倡导“婚事新
办、喜事简办”新风尚的生动实践。
这场充满新时代文明向上气息的婚
礼也让在场的不少观众眼前一亮。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董锋磊 通讯
员 李乐 马明明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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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州讯（通
讯员 巩典典 报道）近年来，市政
府发展研究中心坚持以用好考核
动真碰硬、用活制度奖优罚劣，不
拘一格“评”人才、注重实绩“论”英
雄，深耕制度创新，探索制定了具
有中心特色的三大类20项制度，
真正让干部工作有劲头、事业有奔
头、成绩有看头。

坚持对标对表。下足“学”字
功，为完善制度体系，学习借鉴我
市全国文明单位党建、人事、财务
等制度建设成熟经验，制定10项
管理制度。借好“创”字力，为激活
内在动力，学习合肥市政研室积分
制量化管理办法，制定出台《模范
机关建设积分制实施办法》。坚持
拿来主义借力，立足自身实际“裁
衣”，虚心学、大胆试、认真改，打造
协调、高效、完备的制度“特色套
餐”。

做到落实落细。为保证党建
工作提质，聚焦意识形态、“三重一
大”、党风廉政等方面制定了5项
党建制度；为推动工作运行提效，
围绕会务、业务、财务、内务等领域
完善了9项工作制度；为促进管理

水平提档，立足组织人事、机关建
设出台了6项管理制度。推出“三
张报表”管理，聚焦激发活力，完善

“积分报表”；聚焦规矩约束，制定
“纪律报表”；聚焦源头管控，提出
“风险报表”。“三张报表”将20项
制度细分为46项指标要求，细化
到人、量化到分，每月通报、阳光公
开，营造了想干事会干事不出事浓
厚氛围。

实现管用有用。坚持高站位、
高标准出“考卷”。中心党组立足
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狠抓制度
建设，着力扬优势、强短板、补弱
项，让大家有动力、有压力、能出
力、提能力，形成了公平有效的竞
争环境。保证高质量、高效率交

“答卷”。“七一”前夕，该中心被评
为市直机关“先进基层党组织”“标
杆党支部”，在庆祝建党100周年
理论研讨会上9篇参赛论文全部
获奖。顺利搭建起国家、省、市调
研三级基地，成功打造“思享汇”、
《智慧+》、“智慧家”三个平台，在
政府工作部门单位年终“亮结果”、
年中“亮进度”、政府办公室系统双
向量化互评中连续取得第一名。

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深耕制度创新打造“特色套餐”
探索制定了具有特色的三大类20项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