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滨城区北城幼儿园的孩子们以或粘或画的形
式，描绘出沾化冬枣、阳信鸭梨、中海风景区、杜受
田故居等展现家乡特色的美丽画卷，表达爱国爱家
情怀。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郭向春 通讯员 张
洪新 杜朝霞 摄影）

沾化区冯家镇第一实验学校开展了“我
与国旗合个影”庆国庆主题活动，全体学生
争相与鲜红的国旗合影，抒发对祖国的热爱

之情，共同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韩玲 刘学 摄影）

邹平市第一实验幼儿园的孩子们通过观看红
色电影、歌唱红歌、制作手工作品、放飞梦想纸飞机
等活动表达对祖国的深深祝福。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宋晓语 摄影）

小小中国梦小小中国梦 深深爱国情深深爱国情

县乡4
滨
州
网
手
机
客
户
端

2021年10月9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时培建 杨向军
电话：3186761

院内窗明几净，绿植葳蕤蓊郁
……走进邹平市九户镇高曹村高丽
的家，满院整洁雅致、生机盎然。作
为第一批“美丽庭院”户，收拾家中
卫生已成为高丽和家人的生活习
惯，无论多忙都会抽出时间清洁打
扫、整理收纳、修剪盆栽。

近年来，邹平市妇联以家庭为
切入点，以妇女群众为主体，实施绿
色人居、金色经济、蓝色治理、红色
志愿和彩色文明的“五色行动”，打
造“美心美家 美满梁邹”的美丽庭
院品牌，引领广大妇女打造家中的

“净”，留住庭院的“美”，传承家风的
“魂”，以一处处“小家美”成就“全域
美”，一户户“美丽庭院”点靓美丽乡村。

一户家庭成就一处风
景，绿色人居“美丽庭院”
成为乡村振兴最美图景

为提高广大群众对创建“美丽
庭院”的知晓率和参与度，邹平市妇
联印发2.2万余份包括倡议书、日
历、三字歌、明白纸等的“美丽庭院”
口袋书，并设计《邹平市“美丽庭院”
创建指导手册》，以绘本形式将“美
丽庭院”创建要求展现出来。同时，
通过广泛发送“美丽庭院”创建应知
应会短信，开展“美丽庭院”擂台赛、
百日竞赛、21天打卡、专家入户指
导等特色活动，激发家家户户的“美
丽庭院”创建热情。目前，邹平市已
按照“庭院美、家居美、厨厕美、绿化
美、家风美”标准创建“美丽庭院”
20849户，建成率达到21%。一家一
户的“美丽行动”，也助推了农村人
居环境和村容村貌实现从整洁到美
丽的嬗变。

秋景怡人更醉人，走进青阳镇
钟家村、焦桥镇东平村、黛溪街道韩
坊村、黄山街道樊家村，如同步入一
册翻开的连环画——40余幅以美

丽乡村为主题的墙绘，色彩鲜艳、栩
栩如生、亲切可人，引人驻足欣赏。
为以家庭“小美”聚合乡村“大美”，
邹平市妇联邀请山东师范大学、山
东艺术学院专家教授和学生开展

“美丽庭院”墙体彩绘、“爱家胡同”、
“爱家主题文化广场”设计与打造活
动。绘画过程中，挥舞画笔的大学
生、维持秩序的巾帼志愿者、村口观
看的村民与村庄景致融为一体，构成
了一幅美好和谐的乡村振兴画卷。

红色志愿倡树文明新
风，蓝色治理护航家家安
康，彩色文明为乡村振兴
强基筑魂

“桌子、窗台上尽量不要放杂
物，用完的东西就放回原处，归置好
了，下次再用找的时候也不费劲。”
在台子镇大齐村，村妇联主席李信
梅围绕杂物堆放、庭院卫生死角等
重点难点问题，对其帮包的家庭手
把手进行指导。

李信梅是滨州市级“美丽庭院”
户，也是邹平市巾帼志愿服务队
——“平姐帮帮团”的一员。从最初
开始创建“美丽庭院”，她就带领妇
联执委们积极做好示范，并与其他
巾帼志愿者一起，开展“巾帼助贫
清洁庭院”困难家庭创建“美丽庭
院”活动，在“家庭清洁日”对脱贫户
进行彻底大扫除，改善他们的家庭
卫生环境。如今在邹平市，像李信梅
这样的“平姐”志愿者遍布城乡，妇
联执委、村“两委”成员和“美丽庭
院”户纷纷参与到“美丽庭院”包保活
动和“户帮户 亲帮亲”等红色志愿行
动中来，争当乡风文明的传播者。

为实现“外在美”与“内在美”的
融合并举，邹平市妇联把“美丽庭
院”创建与好家风培育相结合，与改

进乡村治理相结合，实施彩色文明
行动，引导广大妇女“不比家业比家
风”，实现从家居美、环境美到身心
美、家风美的升华。各级妇联定期开
设收纳、园艺、烘焙等培训课程，丰
富女主人的“美丽内涵”；开办“爱家
讲堂”，开展“颂党恩 传家风 共成
长”宣讲、“晒晒我的家 争做‘美丽
庭院’小能手”等活动，引导广大家
庭建设环境美、家风美、亲子关系和
谐的幸福家庭；开展“最美家庭”“五
好家庭”“好媳妇”“好婆婆”等评选
活动，让群众从身边事例中发现

“美”、学习“美”，以家风建设促乡风
文明，不断优化村风、民风。

如果说“美丽庭院”创建工作是
正面倡树良好家风，让妇女家庭向

“美”看齐，那么蓝色治理行动就是
“美”的修复粘合剂。俗话说“清官难
断家务事”，而身为好生街道乔家村
妇联主席的张晓惠每天都要奔波于
这些“鸡毛蒜皮”的家务事之中。作
为邹平市第一批“平姐帮帮团”成
员，张晓惠带领村内妇联执委、网格
员和巾帼志愿者，担当起村内安全
巡防员、社会宣传员、信息采集员、
矛盾调解员、群众互助员等“五员”
角色，投身“护巢行动”，实施平姐说
事、平姐调解、平姐巡防、平姐宣讲、
平姐帮办等志愿服务项目，及时发
现和调解婚姻家庭、邻里关系等民
间纠纷，把纠纷解决在基层，把矛盾
化解在萌芽状态。

小庭院发展大产业，
金色经济为乡村振兴注入
新动能

走进黛溪街道韩坊村王秀兰的
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两台老式织
布机，伴随织机的唧唧声，王秀兰的
双手熟练地在纺线之间穿梭。“我一
般两天能织三床老粗布，拿去市场

卖的话一床能挣个四五十块钱。”王
秀兰边织边说。作为较早发展庭院
经济的农户之一，除了自己织，王秀
兰的织布机还免费供赋闲在家的其
他妇女使用，在传承传统手工艺的
同时，把农家庭院“方寸之地”打造
成“致富增收园”。

从2019年开始，邹平市妇联便
协助西董街道大马峪村开发自然资
源和红色文化资源，并创新“沉浸
式+参与式”红色研学方式，对村内
的闲散院落进行改造提升，打造集
民俗记忆、红色文化、家风家教为
主题的特色“美丽庭院”，探索出“美
丽庭院+红色旅游+美丽经济”的发
展模式。如今的大马峪村山清水秀、
干净整洁，游客络绎不绝，村里美
了，村民的“钱袋子”也鼓起来了，从
原来的“空心村”“后进村”一跃成为

“网红村”“示范村”。
邹平市妇联以“搭平台、聚合

力、促发展”为目标实施金色经济
行动，扶持“妇”字号产业，支持
妇女发展。面向广大农村妇女建培
训平台，为女性创业者搭交流平
台，为“妇”字号产业创服务平台
等，并与邹平市供销社联合，探索
开展“美丽庭院扮靓美丽乡村 美
丽经济创造美好生活”活动，在
16个镇街的联华超市建设“爱家
超市”，设立“平姐汇创 巾帼好
品”专区，免租金和管理费，帮助
13家企业销售24种“妇”字号农
特产品，助推妇女创业致富。

据邹平市妇联党组书记、主席
夏冰介绍，今后邹平市妇联将突出

“家文化”内涵，结合自身职能，
将重点工作优化整合，深化“乡村
振兴巾帼行动”，团结引领广大妇
女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
村振兴中展巾帼英姿、建巾帼新
功。

“美丽庭院”扮靓美丽乡村“美丽经济”创造美好生活

邹平市妇联“五色行动”助力乡村振兴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李淑霞 通讯员 杨璐

市西成立18个巡逻小组
落细防汛举措守护群众平安

连日来，在黄河博兴县防汛责
任属地，驻守防汛一线的多个乡镇
和单位的数十名工作人员昼夜巡
查值守，及时抢筑防汛大堤，加固

黄河防汛薄弱区域，全力确保安全
度汛。（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董锋
磊 通讯员 李乐 摄影）

博兴多部门抢筑防汛大堤

滨州日报/滨
州网讯（记者 郭刚
通讯员 高吉乐 报
道）连日来，受近期
强降雨影响，黄河
防汛形势依然严
峻，滨城区梁才街
道各社区积极组织
村居力量充实防汛
队伍，助力防汛工
作。

该街道积极组
织 74 个村居 600
余名党员到防汛一
线装填防汛沙袋，
共筑防洪大堤，冒
雨昼夜坚守，全力
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同时，该街道还加强巡查队伍建
设，堤坝沿途拉起警戒线，组织
人员不间断加强对重点区域的巡
逻值守，确保防汛举措落细落实。

该街道严格落实24小时不间
断巡查制度，密切关注水情雨
情，联合黄河河务部门对风险隐
患再梳理、再排查，对重点部位
再修补、再加固，同心协力筑牢
安全堤，确保平安度汛。

梁才街道600余名党员
筑牢安全大堤确保平安度汛

滨州日报/滨州网无棣讯（通
讯员 张相安 报道）为进一步做好
漳卫新河防汛防洪工作，连日来，
无棣县持续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
能战斗的精神，强力实施三项举
措，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
全。

充实应急防汛队伍。该县对
漳卫新河堤坝分为14个段，实行
县级领导包镇办、镇办包段制度，
由10个镇办和4个县直单位分包
护堤，按照50米每人的标准24小
时值守巡坝，确保各项防汛措施落
实到位。

实施除险加固工程。该县对

涵闸和穿堤管已全部封堵，对险工
段实行24小时巡坝，小泊头险工
段和冯家湾险工段已实施除险加
固工程，牛岚子险工段已由漳卫南
运河无棣河务局进行衬砌处理，贾
家庄险工段已备足土方、木桩、砂
石等。

备足防汛抢险物资。该县按
照防汛标准逐段备足备齐抢险物
资，同时进一步加强园区安全防
范，组织企业对厂区出入口、主要
车间仓库等重点部位实施了沙袋
封堵。各企业均成立应急抢险队，
备足防汛抢险物资，确保平安度
汛。

无棣强力实施三项措施
做好漳卫新河防汛工作

众志成城严防死守 坚决打赢洪水防御阻击战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田
中岳 通讯员 潘妍君 董高峰 报道）
面对严峻的防汛形势，连日来，滨
城区市西街道党工委带领广大党
员干部闻“汛”而动，立即成立18
个巡逻小组，落细落实各项举措，
筑牢防汛安全堤，守护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10月5日晚8时许，在位于黄
河小街湾的市西街道防汛工作指
挥部，只有一名工作人员在吃晚
饭。“我回来轮着吃口饭，他们还在
堤上巡逻。”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我们辖区是3公里左右的河
道，防汛应急响应启动后，街道第一
时间召开防汛工作部署会议，制定
黄河防汛应急预案，成立防汛工作
指挥部，由班子成员具体负责防汛
调度和应急抢险工作。”市西街道党
工委委员、人武部部长刘汉林说，目
前辖区黄河堤坝已经全部用编织袋
加固，街道成立的18个防洪巡逻小
组24小时值守，全天候巡逻，实时
监测黄河水位，对发现的隐患问题
立即处理。

据介绍，该街道18个防汛巡
逻小组成员以基干民兵为主，占比
80%，几乎都有从军经历，在黄河
防汛的紧要关头，这支有经验、执
行力强的队伍起到关键性作用，这
主要得益于平时的扎实训练，无论
是应急救援还是抢险救灾，都能拉
得出、顶得上。同时，为做好此次防

汛工作，滨北街道对口支援，专门
成立了50人的应急救援队，为市
西街道做好防汛防洪增加了极大
的信心。

面对防汛压力，市西街道严格
落实黄河防汛责任制，第一时间制
定预案并成立了防汛指挥部，全面
做好物资储备工作，累计储备防汛
物资20000余件，严格落实领导带
岗、带班制度和24小时值班制度，
组建3个分队18个小组120余人
的巡逻队伍，进行全天候备勤，随
时做好对村居群众撤离准备工作。
同时，该街道在重点路域及重点地
段设置了警戒线，对临时停靠的车
辆和人员进行劝导，并动用机械、
人力对堤坝进行修固加固，全力以
赴落实好防汛各项举措，严防死
守，全力以赴筑牢防汛安全堤，确
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在市西街道黄河防汛指挥部
里，一块黄河防汛示意图将市西街
道防汛工作部署展示得一目了然。
2.9 公里堤坝用不同颜色分为六
段，并详细标注了重点区域。“每个
巡逻小组负责一段，昼夜巡坝查险
排除隐患。本着‘安全第一、常备不
懈、以防为主、全力防险’的方针，
要求队员们穿戴救生装备，按班组
巡逻，严禁单人行动。同时做好详
细勘察，发现问题第一时间反馈和
处理。”刘汉林告诉记者。

滨州日报/滨州网博兴讯（通讯
员 李文彬 报道）为织紧织密基层监
督网络，切实从源头上遏制群众身
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今年以
来，博兴县庞家镇坚持“三抓三强”
工作思路，稳步推进纪检监察工作
规范化建设。

抓硬件、强素质，夯实
基层监督基础

庞家镇按照“六统一、六规范”
标准要求，高起点打造独立安全的
办公办案区域，统一纪检监察标识，
设立7个功能室，健全完善廉政档
案，对镇机关干部、村“两委”班子成
员等监督对象实现精准画像。加强
信息化建设，安装视频接访系统，搭
建信访积分预警指挥平台，实现对
镇域内突出信访问题全程跟踪和精

准问效，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
腿。

同时，该镇重新梳理履职清单、
业务流程、工作规范等17项具体内
容，细化完善问题线索处置、党员干
部受处分、婚丧喜庆报备等6类台
账。坚持每周五集体学习测评，不
断提高自身业务素质，真正做到制
度在墙上、职责在心中。进一步规
范化建设，切实解决谈话室老旧、安
全室监控室混用、信访室与办公室
分离等问题，办公环境和工作效率
明显提升。

抓队伍、强管理，织密
基层监督网络

庞家镇选优配强纪检监察队
伍，构建镇、片区、村三级日常监督
网络。镇纪委配备纪检干事4人，5

个片区党总支和50个村党支部均
配备1名纪检委员。以王图村为试
点，创新开展“清廉村居”工程，建立

“清廉指数”评价机制，每月对村班
子成员廉洁自律、履职尽责等情况
打分评价，评价结果与村居年度综
合考核挂钩。

该镇设立纪检监察工作联络
站，由纪检委员担任站长，对村内重
大事项开展日常监督；印发村级纪
检监察工作联络站监督手册，纪检
委员每月记录参加村重要会议、开
展重大事项监督、走访党员群众等
情况，及时发现并解决苗头性倾向
性问题。探索推行“清廉钉办”信息
化监督系统，对村级“三资”管理等

“小微权力”进行全过程监督；制作
“庞小微”动漫视频，定期在党员群
众代表会议上播放，真正让群众当

明白人、放心人、监督人。

抓主业、强作为，提升
基层监督实效

庞家镇进一步强化政治监督，
围绕疫情防控、安全生产、环境保护
等中心工作，及时跟进一线监督，切
实纠治工作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问题，今年以来发放工作提
醒函5份，对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
治工作推进不力的12个村党支部
书记进行约谈。强化日常监督，紧
盯午间饮酒、迟到早退等易发多发
问题，随机开展明察暗访，进一步严
肃工作纪律，今年上半年，全镇共收
到问题线索5件，比去年同期减少4
件；立案9人，比去年同期增加4人。

庞家坚持“三抓三强”推进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