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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邵
一娟 通讯员 毕艺琳 报道）近日，
很多市民反映滨州医学院附属医
院周边存在停车难、停车贵等问
题，为此，滨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联合区市场监管局、区自然资源
局、区住建局、区交警大队等多部
门开展执法行动，集中整顿停车场
违规违法问题。

在整治过程中，执法人员重点
对该医院周边院内停车场存在的
路边揽客、占用公共用地违规经
营、无证经营、违法收费、未安装出
入口车牌识别装置等行为进行集
中整治。对存在问题的停车场负
责人进行约谈，并要求限期整改，
完善手续，规范停车场管理秩序，
对非法圈占停车位的沿街商户进
行严肃警告。

下一步，该局将持续加大对城
区停车场的规范化管控力度，进一
步整合执法资源，建立健全分工负
责、密切联系、互补互促、运转顺畅
的执法协作机制，提高停车场管理
执法效能和执法部门的服务水平，
持续推进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体
系现代化。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田
中岳 通讯员 夏玉忠 报道）随着春
节临近，返乡人员不断增多，疫情
防控形势更加严峻，连日来，滨城
区彭李街道推出层级化部署、立体
化宣传、实战化演练、全域化防
控、精细化服务等一系列强力举
措，切实织密常态化疫情防控安全
网。

层级化部署
打好疫情“阻击战”

按照市、区两级疫情防控工作
要求，彭李街道及时召开疫情防控
工作部署会、推进会，第一时间传
达上级工作会议精神，研判分析工
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详细部署疫
情防控工作，及时调整疫情防控战
斗力量，明确相关人员职责，为有
力有序、抓实抓细疫情防控工作提
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各社区严格落实属地责任，对
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
署、再落实，运用网格化管理模
式，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上
下贯通、左右联动的工作机制，将
责任压实到位、工作落到实处。同
时，发挥基层党组织、“双报到”
单位作用，为疫情防控凝聚起红色
力量，通过建立党员先锋队、党员
示范岗等，让党员在一线冲锋、党
旗在一线飘扬，打好疫情防控阻击
战。另外，联合公安、市场监管、
综合行政执法等多部门，对重点区
域、重点领域开展疫情防控督导检
查，严格落实大型商超、宾馆、饭
店、农贸市场、学校、幼儿园、养
老中心、沿街商铺等重点场所防控
要求，织密织牢常态化疫情防控安

全网。

立体化宣传
架设信息“高速路”

“同学们，春节将至，寒假在
即，无论你已经顺利返滨，还是准
备归来，为切实守护大家的生命健
康安全，巩固来之不易的防控成
果，我们在此倡议……”1月 15
日，针对大中院校学生放假这一实
际情况，彭李街道通过“幸福彭
李”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发布倡
议，给广大学子温馨提醒，引导他
们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彭李街道通过微信公众号、今
日头条号、小区微信群等线上平台
和渠道，第一时间发布疫情防控最
新信息、有关部门最新要求、各地
疫情最新动态、疫情防控服务信息
等，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为全民防疫架设信息“高速路”。
同时，利用宣传横幅、警示牌、小
喇叭等，时刻提醒居民群众遵守疫
情防控规定，积极做好科学应对，
营造“人人讲卫生、全民共防疫”
的浓厚氛围。另外，组织网格员、
城管队员、社区物业人员深入沿街
商铺、广场、公园等重点区域，面
对面宣传疫情防控、日常防护等有
关知识，引导群众保持社交距离、
戴口罩、勤洗手等，提高自我防护
意识，着力提升群防群控能力。

实战化演练
筑牢防疫“铁篱笆”

1月6日，彭李街道在山东省
北镇中学组织开展核酸检测实战演

练，对全体高三师生1600余人进
行核酸检测采样。通过演练，进一
步明确了各部门职责分工，掌握了
全员核酸检测工作流程，增强了各
部门协同作战能力和应急处置能
力，积累了实战经验，提升了操作
技能。

自2021年以来，彭李街道把
专业化培训、实战化演练作为强化
疫情防控的有力有效手段，建立完
善应急预案，精心布置、规范实
施，累计组织开展信息登记实操轮
训、全员核酸检测实战演练10余
场，邀请专家现场指导、总结点
评、指明问题、落实整改措施，切
实提高干部队伍应急反应和处置能
力，做到以“练”促“战”、以

“ 练 ” 促 “ 改 ”、 以 “ 练 ” 筑
“防”，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健康安全。

全域化防控
织牢防控“安全网”

全员上阵抓摸排。该街道组织
各站所、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
开展中高风险地区和外地来滨返滨
人员常态化摸排工作。包社区班子
成员全部下沉社区，对外来人员地
毯式、精细化排查，并且对排查、
核查出的重点人员建立信息台账，
实行分类管理，严格落实核酸检
测、居家健康监测等管控措施，确
保及时发现、及时上报、及时隔
离。

严格督导抓落实。该街道纪工
委、督查室联合成立督导小组，对
辖区企业楼宇、商超、农贸市场、
沿街商铺等重点场所开展督导检查
和“回头看”， 严格出入口登记管

理制度，督促落实进出人员出示健
康码、测量体温、戴口罩、保持一
米安全距离等常态化防控措施，同
时深入小区、隔离点，对重点人员
进行全面督导，查看居家隔离人员
居家、门磁安装、“五包一”等措
施执行等情况，发现问题及时整
改，确保万无一失。

精细化服务
搭建联防“暖心桥”

“外边天气也冷，我们这些老
人行动又不方便，社区能上门给我
们打疫苗，确实省去了很多麻
烦。”日前，在马家小区，在家接
种完新冠疫苗的马大叔高兴地说。

为扎实推进疫苗接种，彭李街
道设立3个接种点，全员盯岗、轮班
值守，提供无假日服务。疫情防控领
导小组调整充实力量，组建起30余
人的疫苗接种专班，对照前期的疫
苗接种台账，高效开展疫苗接种宣
传、摸排、提醒等工作，并对27个社
区疫苗接种工作实行排名通报，有
效加快了疫苗接种进度。

该街道将疫苗接种作为“我为
群众办实事”的行动实践，实施精
细服务、暖冬行动，各社区精心组
织，一方面，加强与各行业、各部
门沟通，针对符合加强免疫接种人
员较多的单位和部门，提供安全、
便捷的上门接种服务；另一方面，
联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小区、
入居户，为60岁以上老人和第三
针接种群体接种新冠疫苗，将精细
化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推进“应
接尽接”，加快共筑全民免疫屏
障，在寒冬里架设起疫情联防联控
的“暖心桥”。

层级化部署 立体化宣传 实战化演练 全域化防控 精细化服务

彭李打好“五化组合拳”织密疫情防控安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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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高新区讯
（通讯员 周小燕 孟海杰 报道）“我
在小区微信群里看到社区招募大学
生志愿者参与疫情防控的倡议书，
作为返乡大学生，我也想为家乡疫
情防控尽一份绵薄之力，就赶紧报
了名。”近日，高新区小营街道的
山东职业学院返乡大学生韩宇轩
说。

近段时间，国内各地疫情防控
形势严峻复杂，各社区防控正处在
重要关键阶段。为缓解人手不足问
题，高效推进疫情防控工作，近
日，高新区小营街道龙城社区发出
《关于招募大学生疫情防控志愿者
的倡议书》，倡议书一经发出，一
批返乡大学生纷纷主动请缨、踊跃
报名，积极参与到家乡疫情防控工
作中，一抹靓丽的“志愿红”飘扬

在街道、社区疫情防控一线。
该社区对报名的大学生进行层

层筛选，严格把关，对符合参与疫

情防控工作条件的大学生志愿者进
行业务培训，重点强调疫情防控注
意事项。随后，大学生志愿者们积

极投身到疫情防控工作中，悬挂宣
传横幅，张贴疫情防控通告，宣
传疫情防控政策，对省外及重点
地区返滨入滨人员进行摸排登
记，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新时代青
年的担当。截至目前，已有20余
名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到本次社区
疫情防控中，为社区疫情防控注
入了新活力。

微光汇聚，合力抗疫。自
2020 年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
高新区小营街道300余名大学生志
愿者响应号召，积极投身街道、管
（社）区、小区和村居疫情防控工
作中，他们不畏艰难，大力弘扬志
愿服务精神，在尽责中历练成长，
将青春奉献在家乡最需要、群众最
需要的地方，为家乡疫情防控工作
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小营20余名返乡大学生为疫情防控贡献青春力量

滨州日报/滨州网无棣讯（通
讯员 王殿贇 报道）近日，无棣县碣
石山镇经贸办工作人员再次来到
语轩物流有限公司指导疫情防控
工作，该公司胡经理高兴地说：“有
了政府人员的指导，我们有信心做
好疫情防控，更有信心开展好生
产。”

据悉，根据最新疫情防控要
求，碣石山镇对村居、社区、企业、
商户外来人员情况进行全面排查，
实行全域全时网格化管理。针对
辖区物流企业较多这一实际情况，
组织专门人员深入企业检查指导

疫情防控工作，通过悬挂疫情防控
宣传横幅、发放宣传资料、解读防
控政策助力企业落实落细各项防
控举措。同时，进一步了解了企业
生产经营情况，解决企业生产运营
过程中存在的实际困难，推动企业
稳步健康发展。截至目前，该镇累
计组织工作人员现场指导企业疫
情防控80余次。

通过现场检查指导各企业疫
情防控工作，有效提升了企业对疫
情防控的重视程度，推动了各项防
控措施的落实落地，保障了群众身
体健康和企业良好生产秩序。

碣石山镇深入企业指导
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大学生志愿者（左）进行重点人员信息整理汇总工作。

遗失声明
联系电话：3186726 18654306492

中国共产党滨州市滨城区
市中街道办事处工作委员会银
行开户许可证正本丢失，核准
号:J4660002888601，特此
声明。

滨州市城市建设综合开发
公司财务章（2）丢失，声明作

废，且寻回后不再使用。
博兴县兴福镇驸马村魏鹏

传土地确权证丢失，编号:
371625102223000149J,声
明作废。

邹平市好生凯越纸制品加
工厂营业执照正本丢失，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371626MA3UUJBPX1,
特此声明。

离职持卡人员:
因业务需要，我公司将于

2022年4月1日开始对一批中
石化加油副卡统一挂失处理，
请持卡离职人员务必于2022
年3月31日前将卡内余额（包
含备付金、卡余额、积分备付
金、积分）消费清零，超期后加
油卡将无法正常使用。

因原先备案联系方式缺
失或变动，致使无法逐一告知
离职持卡人，特发布本声明。
如有疑问请于2022年3月30
日前联系行政管理部，电话：
0543-5087722。

特此声明！
山东滨农科技有限公司
2022年1月18日

声明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2年1月26
日 10 时在中拍平台（http://paimai.
caa123.org.cn）对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
司山东省博兴县分公司沿街房租赁权
（详见评估报告）进行公开拍卖。

标的 1：南小楼西边第 8 间（楼道
口）：保证金1万元；标的2：南小楼西边
第1间：保证金1万元；标的3：南小楼西
边第2间：保证金1万元；标的4：南小楼
西边第3间：保证金1万元；标的5：南小
楼西边第4间：保证金1万元；标的6：南
小楼西边第5-7间：保证金1万元；标的
7：东大楼南边第2-3间（一二层）：保证
金1万元；标的8：东大楼转角：保证金1

万元；标的9：南大楼东边第4-5间：保证
金1万元。

有意竞买者，请于2022年1月25日
16：00前（以实际到账时间为准）将竞买保
证金汇至或交至以下账户（户名：金诺国际
拍 卖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账 号 ：
000000726003800003937；开户行：齐鲁
银行济南历城支行），并持有效证件、
复印件及打款证明于 2022 年 1 月 25
日 16：00 前办理竞买手续（保证金不
计利息）。

标的展示时间及地点：2022年01月
20日--25日（上午9:00—11:30，下午
14:30—16:00）。

展示地点在标的物所在地。
联系人：刘先生 电话：18054320764
联系人：王先生 电话：15854356901

金诺国际拍卖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1月18日

金诺国际拍卖集团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金国拍公字【2022】第049号

一、建设项目概要
项目名称：年产1000吨聚丙烯热塑性弹性体、

11000吨酰氯系列产品项目
建设地点：无棣正源化工有限公司现有厂区内
建设内容：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聚丙烯热塑

性弹性体装置、酰氯系列产品装置装置等。项目建成
后，可达到年产1000吨聚丙烯热塑性弹性体、11000
吨酰氯系列产品的建设规模。新增异丁酰乙酸甲酯
700吨/年，丙酰乙酸甲酯300吨/年。本项目已经在
山东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进行了备案，项目

代码为：2108-371600-04-01-299368。
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公众意见

表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查阅本项目纸质报告书和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

式，可电话咨询（冯银恒0543-5151778）或将意见表
发至邮箱（419277653@qq.com）。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全文、公众意见表获取网址：

报告链接：链接：https://pan.baidu.com/s/
1Xa10ASj6mdn_DfoY5KpgWQ 提取码：9r5f；

公众意见表链接：链接：https://pan.baidu.

com/s/1peagkuVG0eRN8XgiOJ41HQ
提取码：gfqo。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项目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无棣正源化工有

限公司周边5km范围内的居民和单位。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对本项目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2022年1

月13日至2022年1月20日。
无棣正源化工有限公司
2022年1月13日

无棣正源化工有限公司年产1000吨聚丙烯热塑性弹性体、11000吨酰氯系列产品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公告

滨州日报/滨州网博兴讯（通讯
员 穆宁宁 报道）近年来，博兴县锦
秋街道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创
新方式完善机制，全面提升便民利
企服务水平，以锻造一流营商“软环
境”全力提升高质量发展“硬实
力”。2021年，锦秋街道投资发展
质效得到稳步提升：19个在建项
目，完成投资18.55亿元；9个续建
项目，完成投资13亿元；10个新开
工项目，完成投资5.55亿元。草柳
编电商年销售额达5.2亿元，电商经

营商户已超2500家。
用好用足惠企政策，探索服务

发展“新渠道”。锦秋街道立足非物
质文化遗产草柳编产业优势，积极
拓展营商服务新渠道。结合省妇联

“乡村振兴 巾帼行动”齐鲁行志愿
服务等活动，精准提供更加专业的
创业就业服务。通过“智者智城 志
在滨州”2021全国网络达人创作采
风等活动，积极推动电商产业加速
发展。常态化联企助企，该街道中
层干部一对一包保规上企业25家，
联系年报企业2165家，先后开展政
策宣讲3000余次，通过线上线下问
需并解决市场主体诉求300余件，
深度推动“六个一”服务企业活动走
深走实。

优化提升服务质效，甘做便民
利企“店小二”。锦秋街道持续升级
便民服务中心服务能力，开设7个
综合服务窗口，设置政务公开便民
服务专区，规范制作业务流程展
板、填表模板，配置打印机、复印
机等办公服务设施，就近为辖区群
众提供个体工商户相关业务服务。
健全完善村级便民服务网络，建设
10 个村 （社区） 便民服务试点
站、3个村级政务公开专区。组建
81人的帮办代办队伍，梳理录入
街道政务服务事项172项、帮办代
办服务事项624项。积极开展市场
主体电子营业执照注册登记“扫
街”等服务活动，做好服务市场主
体的“店小二”，大力营造良好营

商环境。
夯实完善基础建设，畅通经济

发展“快车道”。锦秋街道投资
7000万元对湾西路及外围进行升
级改造，畅通麻大湖国家湿地公园
景区及周边村庄群众出行通道。投
入700余万元硬化改造村级道路6
万平方米，做好“四好农村路”治
理，提升道路交通条件。在多社区
交接人口密集处规划建设露天停车
场，整合经营场地，优化经营秩
序。投资约2200万元对董永公园
进行重新开发建设，立体化打造全
县首个城市门户文化公园、城市绿
地，以更高的营商服务水平，为投
资兴业提供更好环境，全力助推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用好用足惠企政策 优化提升服务质效 夯实完善基础建设

锦秋街道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活经济发展新引擎

1月15日，邹平市西董街道西
董村1300名村民高高兴兴地领到
了该村统一发放的面粉、食用油等
春节年货物资，兴高采烈迎接农历

虎年的到来。
图为该村村民领取食用油、面

粉后高兴得合不拢嘴。（滨州日报/滨
州网通讯员 董乃德 摄影）

西董1300名村民喜领年货
兴高采烈迎接农历虎年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