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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急时刻，他不假思索地跳入
寒冷的冰河，勇救落水群众；日常工
作，无论严寒酷暑还是刮风下雨，他
总是挺身冲在执法管理一线……他
就是张俊波，滨城区综合行政执法
大队杨柳雪中队队员。2021年，张
俊波获评全省道德模范提名奖。

路遇落水车辆，危急时
刻他跳入深河冷水中救人

2019年3月5日晚7点左右，一
名妇女在驾车途中不慎坠入水流湍
急的河流，正巧被路过的退役军人、
杨柳雪综合执法中队队员张俊波发
现。张俊波及时施以援手，奋力相

救，最终将该名妇女及其车辆拖上
了岸。

张俊波回忆说，那天傍晚他加
完班正开车回家，突然看到前方二
三百米远的河里有一辆红色的落水
轿车。他急忙加速赶到出事地点，
之后跳下车查看情况。因初春正是
农田灌溉时期，两米多深的河渠里
水深流急。张俊波和路过的一对打
工回家的夫妻简单商量后，找来绳
子，让他们拽住绳子的一段，自己抓
着另一端跳进了初春冰冷的河水
里，向落水者游去。

此时，落水轿车已经车头已沉
没到水下，停在了六米多宽的河中
央。张俊波游到附近后，在车外帮
助落水女子打开车门，之后将其托
到车顶。由于轿车内已经大部分进
水，如果再晚一点施救后果不堪设
想。

随后，张俊波用绳子把落水女
子紧紧绑住，与岸上的群众一起将

其拖上了岸。经过简单询问，该名
落水女子姓刘，在驾车行至顺河村
前的小开河三和渠时，因驾车技术
不娴熟不慎连人带车掉入了河渠
中。

经过简短休整，确定刘女士没
有大碍后，张俊波立即开车将刘女
士送回家。之后，他又回到自己家
换下湿透的衣服、穿上皮叉裤，拿了
锤子和油丝绳重新回到事故现场，
把落水的车辆拖到了岸边。

工作中凭着一股子勤
勤恳恳、脚踏实地的实干
精神，赢得了群众认可和
点赞

张俊波是一名退役军人，2004
年从部队退役后，他干了十多年的
劳务工。2018年5月份，张俊波到
杨柳雪综合执法中队工作，成为了
一名执法队员。无论干哪一行，张

俊波总是用责任和担当书写着爱岗
敬业的初心使命。

工作中，张俊波乐于奉献、热心
助人，爱岗敬业、严于律己，“默默为
他人献爱心，为城管事业尽责任”是
他的座右铭。

2021年，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和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工作中，
张俊波严格执行管理规定，时时不
忘文明执法。他白天冲在执法一
线，夜里加班加点，凭着一股子勤勤
恳恳、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赢得了
辖区群众的认可和点赞。

张俊波时刻坚持“严于律已，宽
以待人，奉公守法，公平公正”的原
则，把“执法为民”的服务宗旨落实
到具体工作中。对待小摊小贩，他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明之以法，积
极为他们解决困难，赢得了小摊小
贩的支持和理解。工作之余，张俊
波还活跃于志愿服务活动中，是身
边群众交口称赞的“服务达人”。

滨城区行政执法队员张俊波：

危难之中显身手 毫不犹豫跳入深河冷水救人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郭刚 通讯员 赵新亮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刚 报道）日前，邹平市市场监
管局依据疫情防控相关文件要
求，对5家存在违反疫情防控规
定情况的药店作出停业整顿处
理，并公开进行曝光。

这五家药店及违反规定情
况：1月13日，山东民泰大药房
连锁有限公司邹平第八分店，未
落实进店顾客戴口罩、测温、查
验健康码、个人信息登记等措
施；1月13日，邹平信康医药连
锁有限公司第一分店，未落实进
店顾客测温、查验健康码、个人

信息登记等措施；1月13日，邹
平德馨堂医药有限公司，未落实
进店顾客测温、查验健康码、个
人信息登记等措施，未及时将四
类药品购买信息上传至滨州市
疫情防控药品追溯系统；1月14
日，山东民泰大药房连锁有限公
司二十四店，未落实进店顾客戴
口罩、测温、查验健康码、个人信
息登记等措施；1月14日，仁益
连锁有限公司二十八店，未落实
进店顾客戴口罩、测温、查验健
康码、个人信息登记等措施。

邹平5家药店因违反
疫情防控规定停业整顿

2021年以来，我市按照“堵疏结
合、以疏为主，资源利用、生态循环”
总体思路，对畜禽养殖污染治理暨
资源化利用工作进行再部署、再推
进、再攻坚，通过源头减量、过程控
制、末端利用的治理方式，推动畜禽
粪污高效利用、畜禽养殖环境质量
持续改善，全市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率达到90%以上，为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提升群众
生产生活品质提供了坚实保障。

进一步优化养殖布
局，全市1780家规模养殖
场粪污处理设施配建率达
100%

我市坚持源头总量控制与强化
科学管理，在面上，进一步优化养殖
布局，指导各县市区依据土地、环境
承载能力，科学规划畜牧产业布局，
合理确定养殖规模，有序引导畜牧
产业从养殖密集区向资源丰富、环
境承载力较大的区域转移，逐步引
导小散养殖户退出散养、退出庭院、
退出村庄，进入规模、进入市场、进
入循环；在点上，进一步加强畜禽粪
污处理设施建设，按照“养殖设施
化、畜禽良种化、生产规范化、防疫
制度化、粪污无害化”的要求，加快
老场标准化改造，推进新建畜禽规
模养殖场同步建设畜禽粪污储存、
处理与利用设施。

以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创建活
动为抓手，我市持续推进规模化、标
准化、生态化畜禽养殖，加快推进畜
牧业转型升级，走向产出高效、产品
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畜
牧业发展之路；不断强化科技支撑，
组织开展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科技
攻关和技术优化集成，研发应用新
型粪污处理利用设施设备，鼓励开
发应用新型环保饲料、投入品和菌
剂，不断提高饲料转化和废弃物处
理利用效率；同时，积极探索政府和
社会资本合作新模式，加大扶持力
度，创新拓展畜禽养殖废弃物生态
消纳的有效途径，加快构建分散收
集、集中处理、综合利用等市场化运

营机制。
截至目前，全市共有规模养殖

场1780家，粪污处理设施配建率达
到100%；养殖专业户6034家，设施
配建率达到61%。

深入排查整改问题，
加快构建畜禽养殖污染治
理网格化监管格局

我市深入排查畜禽养殖污染问
题，加大整改力度。重点针对禁养
区复养、规上企业粪污处理设施配
建及运营、上级转交督办事项、群众
举报案件等重点领域开展全面细致
排查，着力解决部分养殖场（户）粪
污处理设施运行不规范、重点区域
畜禽养殖废弃物污染、规模以下场
户异味扰民等问题，进一步压紧压
实企业主体责任、镇街和村“两委”
责任，对排查出的各类问题，逐项建
立问题整改落实台账，责任到人、明
确时限、销号管理。

2021年以来，我市从各县市区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成2个专项检
查组，对养殖场配备粪污处理设
施、配套设施维护等情况进行随机
检查，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现场反馈
并督促整改到位；市农业农村局充
分发挥职能作用，成立畜禽养殖粪
污治理工作专班，抽调专人集中工

作，与市委、市政府两办督查室联
合组建多个专项督导组，通过“四
不两直”、明察暗访等形式，到各县
市区开展督导检查，对发现的问题
立即进行反馈并督促落实整改。
同时，对全市11个国控断面、7个
省控断面及13个市控断面相关河
流沿岸 1公里区域内所有养殖场
（户）及其他存在排污隐患的规模
养殖场（户）进行全面摸排调查，建
立了问题清单及整改落实台账，逐
项制定了整改措施并限期整改到
位。

同时，我市加快建立“属地为
主、分级负责、部门协同”的畜禽养
殖污染治理监管机制，构建“政府统
一领导、部门协同管理、县乡日常巡
查、养殖主体负责、社会监督支持”
的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网格化监管工
作格局，逐步形成根治畜禽养殖污
染长效机制。

探索畜禽粪污资源化
利用技术路径，形成一批
可复制的典型模式

我市筛选整理印发了《畜禽粪
尿处理利用技术模式》《畜禽粪污资
源化利用“8+x”模式》等畜禽养殖废
弃物资源化利用规范，引导中小型
养殖场通过堆积发酵、配建发酵罐

等方式将粪污就地就近还田，大型
规模养殖场通过生产农家肥、商品
有机肥或流转土地发展种植实现就
近消纳。市农业农村局协同各县市
区按照“场区布局合理、设施制度完
善、生产全程清洁、产出安全高效、
资源循环利用、整体绿化美化”的建
设标准培育树立示范点，阳信县、滨
城区、无棣县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经验做法取得显著成效。

阳信县在肉牛养殖专业化乡镇
流坡坞镇建设畜禽粪污收储运站、
粪污储藏池、秸秆储藏池，收集的畜
禽粪污主要供应中广核（阳信）生物
能源有限公司，实现了养殖场户畜
禽粪污的统一收集、专业运输、定点
消纳、集中处理。全县还将投资
2000余万元，在每个乡镇建设1—2
处容积在3000—5000立方米左右
的畜禽粪污集中收集池，依托全县
16家专业化有机肥厂，年可处理畜
禽粪污150万吨；以中广核（阳信）
生物能源有限公司为核心，日可消
耗畜禽粪便625吨、年产生物天然
气967万立方米，实现养殖户收益、
企业收益双赢。

滨城区依托滨州中裕食品有限
公司，打造了“畜禽粪便+农作物秸
秆+厌氧发酵+沼气+提取天然气”
的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循环模式，
年可处理0.58万吨畜禽粪便、9.84
万吨秸秆，年产沼气423.94万立方
米、沼渣沼液肥8.2万吨。该区正在
积极推动建立“城乡环卫一体化”+

“收养”式畜禽粪污服务体系，计划
在15个乡镇、街道全部布局收储点，
通过政府补贴、项目扶持、政策支持
等方式，建设区域粪污资源化处置
综合利用中心，形成生物天然气清
洁能源。

无棣县将汇仁生物能源有限公
司利用秸秆、人畜粪污年产5000立
方米生物天然气项目延伸至畜牧产
业，既可解决9万农户农厕改造产生
的粪污二次污染、近200家养殖场
户产生的4万吨畜禽粪污、秸秆燃烧
大气污染问题，又可增加农民收入，
具有良好的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

全市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达到90%以上
攻坚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全市1780家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配建率达100%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孙文杰

2021年滨州“三农”故事之八

春节来临前夕，在位于博兴县
的山东博华高效生态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里，采用“生物组培技术”培
育出的68个品种、10万株蝴蝶兰陆
续盛开，俏销春节市场。

“生物组培技术”又称植物克
隆技术，属于克隆技术范畴。与普
通品种相比，采用这种技术克隆培
育的蝴蝶兰具有更加耐旱、耐寒和
花期长的特点。近年来，博兴县发
挥全县高效生态农业示范企业的
带动作用，在当地推广使用生物组
培、无土栽培等现代生物技术，改
变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有效提高了
农业生产效益，助推了农业生产转
型升级。（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陈彬 摄影）

“克隆兰花”
迎新春

滨州日报/滨州网开发区
讯（通讯员 郑萍 高洁 报道）为
全面落实全区烟花爆竹禁售
禁燃禁放工作要求，近期，滨
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网格员积
极行动，在全区范围内广泛开
展禁售禁燃禁放烟花爆竹排
查和宣传活动，引导辖区网格
内业主、员工自觉禁售禁燃禁
放烟花爆竹。

其间，该区全体网格员都
自觉签署了《禁燃禁放烟花爆
竹承诺书》，并在辖区学校、企
业等场所公告栏张贴《关于

“停放烟花爆竹、安全文明过
年”倡议书》，此外还主动进村
入户发放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宣传单、解释相关规定、宣传
防范措施。

同时，网格员充分发挥职
责，在辖区网格内开展存放烟花
爆竹安全隐患排查行动，发动群
众积极举报非法销售、运输、存
储、燃放烟花爆竹等违法行为，
使禁售禁燃禁放要求、燃放危
害、处罚办法等家喻户晓、深入
人心，营造了禁售禁燃禁放烟花
爆竹的浓厚氛围。

禁售禁燃禁放烟花爆竹
开发区网格员在行动

粪肥处理站粪肥处理站。。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刚 通讯员 李鸿雁 报道）为充
分发挥地名标识的服务功能，方
便市民出行，努力打造优美环
境、提升城市形象，近日，滨城区
民政局组织工作人员开展了城
区各路段街路牌规范整治实地
摸底排查工作。

城区街道路牌标识作为城
市标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已
经成为“外地人的眼睛、本地人
的脸面、城市化的名片”。此次
共排查街路牌410余块，对存在

设置有误、破损、歪斜等问题的
路牌，进行拍摄、登记、归档，并
建立基础台账，及时制订整改方
案；对存在陈旧老化、残缺破毁、
模糊不清、污损遮挡等问题的街
路牌，统一进行登记、分类，及时
进行整改。

下一步，滨城区民政局将本
着“规范、美观、醒目、耐用”的原
则，建立城区街道路牌标识日常巡
查、主动发现、修复整治长效工作
机制，同时加大对街道路牌标识的
管护力度，更好地服务群众出行。

滨城区民政局开展城区各路段街路牌
规范整治实地摸底排查工作

排查街路牌410余块
建立台账实现精细管护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向春 通讯员 孙凯旋 报道）1
月 19日，滨州市职工美术专业
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市工人文化
宫举行。

会议选举产生了滨州市职
工美术专业委员会委员、常务委
员、秘书长、副会长、会长。张家
会当选滨州市职工美术专业委
员会会长。

会议介绍，滨州市职工美术
专业委员会将坚持“二为方向”
和“双百方针”，团结组织全市美
术家、美术爱好者，弘扬、培育民
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致力丰富全

市职工业余文化生活，提升职工
专业素质和艺术品位；通过举办
职工美术培训和讲座等方式，为
劳动者画像立传，展现职工在生
产和生活中的美好景象；积极开
展美术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
等活动，响应广大职工的艺术需
求，提高职工的艺术鉴赏力和文
化品位。

会后，滨州市职工美术专业
委员会开展了为职工义写春联
活动。活动现场，书画家用楷
书、行书、隶书等多种字体，创作
了百余幅书法作品送给在场职
工。

滨州市职工美术专业
委员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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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公积金

滨州公积金竭诚为您服务！

提醒大家！千万
别相信！

快过年了，骗子们也冲刺
“年底业绩”了。近期，有很多
不法中介打着可以为您“创造
条件”提取公积金的旗号开始
招摇撞骗，或许您也在朋友圈、
小广告上看到过类似广告。

滨州公积金在此温馨提
示：不法分子利用网络、短信、
微信等媒介虚假宣传代办公
积金业务，本质是以假材料骗

取钱财！滨州市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从不委托任何机构、
任何个人代办提取和贷款业
务并收取费用，缴存职工若轻
信各种虚假宣传，不但要蒙受
经济损失，而且个人要承担相
应的法律风险！

骗提骗贷！后果
很严重！

中介机构通过各种渠道
非法为缴存职工提供虚假证
明材料骗提套取住房公积金
的行为性质恶劣，在危害住房
公积金管理秩序的同时会造
成了不良社会影响。滨州市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已与滨
州市公安局建立防范和打击
住房公积金违法行为协作联
动机制，共同防控违规提取住
房公积金、骗取住房公积金贷
款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