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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河湖三级责任体系助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2021年，滨城区北镇街道人民
武装部在滨城区人武部和街道党工
委的正确领导下，以国防动员为第
一要务，坚持任务牵引，牢记初心使
命，强化责任担当，紧跟强军步伐，
不断创新工作方法，推进武装工作
再上新台阶，彰显北镇武装新风采。

黄河北，皂角旁，党
管武装出新篇

北镇街道始终坚持党管武装这
一铁性原则，坚决贯彻党管武装各
项制度，把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
作为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来抓，分
期召开专题议军议武会议，及时传
达区人武部重要工作精神，研究解
决武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
为武装工作把好脉、定好调，确保
了街道武装工作的顺利开展。“要
充分贯彻党管武装这一原则，推动
武装工作落地落实。”该街道党工
委书记商显宝说。

看变化，定对策，实
现征兵新突破

2021年是实行“一年两征”工作
的第一年，北镇街道武装部立足征兵
新政策，抓准新变化，从街道近年征
兵工作的实际出发，调整征兵思路，
将征兵重点从传统在校大学生转向
本土知名企业的一线优秀大学生职
工，进工厂，摸情况，讲政策，一对一
重点发动精准宣传，充分调动企业优
秀青年职工参军入伍的积极性。北镇
街道2021年应征报名56人，上站42
人，通过层层选拔，最终14人合格，圆
满完成了2021年度征兵工作。特别
是在春季征兵中，滨化集团共报名9
人，上站5人，合格2人，实现了组织
企业职工参军入伍的“北镇突破”，同
时企业征兵的一些经验做法在《中国
民兵》《滨州日报》《魅力滨城》等多家
报纸杂志和媒体上宣传报道。

摸底数，变模式，完成
整组新跨越

北镇街道民兵整组工作启动
后，街道人民武装部根据区人武部
下达的整组任务和标准要求，深入
企业社区开展潜力调查，大胆尝试
改变编组模式，按照编为用、建为战
的原则，据实多变进行民兵编组，做
到适龄职工的年龄、学历、人数与分
队要求相适应，工作性质与分队的专
业要求相适应，提高了民兵队伍学历
和技术的综合素质。狠抓组织建设，
配齐配强民兵干部，确保民兵组织构
成与行政组织相适应，民兵干部与单
位领导相适应，一方面保证了各种政
策传达到每个人，另一方面保证了有
任务能拉得出、完成得好。

强理论，重训练，提高
服务新能力

北镇街道持续抓好政治教育
和军事训练两项工作。结合集中
训练和遂行任务，做好政治动员，
激发民兵的训练热情和高昂斗
志，打牢民兵维护核心、听党指

挥、履行使命的思想政治教育。
利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青年民
兵之家”等场所，结合国防教育日
等节假日，主动开展思想政治工
作，强化教育时效，发挥好政治工
作的“生命线”作用。按照军事训
练和考核大纲要求组织训练考核，
组织本级民兵进行基础训练，组织
区应急连反恐维稳排到秦皇台训
练基地进行封闭训练12天，组织
本级教练员进行备课示教。其中
区应急连反恐维稳排在2021年度
滨州军分区第四届“渤海尖兵”岗
位练兵比武“构筑反滤围井”项目
中，获得全市第三的好成绩。街道
民兵沙至诚在“四会”教练员比武
和“渤海尖兵”比武中分别取得了
全市第三和第二的好成绩。2021
年 10 月份组织基干民兵黄河防
汛，圆满完成了上级赋予的黄河
险段防汛任务，并完善开展战备
演练，进一步提高民兵队伍迅速
反应能力。

牢记使命强化责任担当为民服务扛牢先锋旗帜
——滨城区北镇街道2021年武装工作纪实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丁艺文 张鹏 苏冰冰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城讯（通
讯员 李金羽 报道）为进一步弘扬
尊老、爱老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近日，
滨城区杜店街道联合多部门开展
关爱老年人走访慰问活动。

滨州市中海创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职工在副总经理李华带领
下到杜店敬老院开展关爱老年人
志愿服务活动。志愿者和该公司
工作人员来到敬老院，通过拉家
常的方式，详细了解老人的日常
生活，及时了解老人对居住环境、

日常生活的需求，并为老人们送
去新春的祝福，给予老人们实际
的关爱，老人们非常感动，高兴地
说：“感谢政府组织这样的活动，
感谢志愿者们的关心，在这寒冷
的冬日让我们感受到了无比的温
暖。”

新春佳节来临之际，为使辖
区内的计生特殊家庭老人度过一
个温暖、祥和的春节，滨城区计生
协会、杜店街道联合开展关爱计
生特殊家庭走访慰问活动，为老
年群众送去慰问和新春祝福。走

访中，志愿者们亲切地与家庭成
员交谈，了解他们的身体、生活状
况，让计生特殊家庭感受到来自
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

下一步，杜店街道将继续推
进志愿服务制度化、常态化，聚焦
老年人需求，丰富老年人文化娱
乐方式，更好地发挥志愿服务在
帮助老年人融入现代生活、共享
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的重要
作用，持续营造敬老、爱老、助老
的良好社会氛围。

妙笔生花写春联 翰墨飘香迎新春
韩店镇开展“文化进万家”活动，为广大群众写春联送祝福

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
讯员 霍广 报道）为弘扬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营造喜庆祥和节
日氛围，1月20日，邹平市韩店镇
联合邹平市书法家协会的书法家
们共同走进杨村，开展“文化进万
家”写春联送祝福新时代文明实
践活动。

活动现场，书法家和书法爱
好者们挥毫泼墨，为广大群众书
写福字、春联，室内气氛热烈、墨
香四溢，一张张饱含祝福的福字、

一副副充满节日喜庆气息的春
联，营造出了浓浓的年味，寄托着
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盼，
传递出新时代文明和谐的新风
尚。

“每年春节前，我都会参加镇
上组织的为群众写春联活动，让
大家感受浓浓的年味和传统书法
的魅力。”韩店镇退休老干部辛光
磊边写春联边高兴地说。韩店镇
文化站站长卢兰英说，希望通过
开展“文化进万家”新时代文明实

践活动，为镇域群众送上新春节
日祝福，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的同时，营造出健康祥和、
积极向上的节日氛围。

据了解，韩店镇每年春节都
会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
组织开展“文化进万家”新时代文
明实践活动，组织书法家、书法爱
好者义务为当地群众写春联、送
祝福，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让
广大群众在浓浓的墨香中感受幸
福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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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沾化讯（通
讯员 陈久富 张云凤 报道）近日，
沾化区举行投资建设项目“拿地
即开工”暨多证联发仪式，为兴
友新材料、阳光化学等5家企业
颁发了涉及用地规划许可、不动
产权登记、工程规划许可、施工许
可等9类审批事项的27张证照，
全区项目建设迎来了2022年“开
门红”。

2022年，沾化区树立项目审
批“大并联”思维，深化“拿地即开
工”改革，对企业全生命周期中涉
及的项目立项、规划许可、施工许
可、竣工验收等事项提供集成化、
场景化服务，实现“多证联发、同
步开工”，成功推出“拿地即开工”

2.0模式。通过组建沾化区投资
项目VIP服务团队，建立“拿地即
开工”项目前期辅导机制，项目筹
备阶段提前介入，改变部门坐等
报批的固定模式。

同时，该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创新并联审批、多审合一、数据共
享、告知承诺、容缺受理等创新举
措，在拿地等待期间对用地审批、
规划方案、施工图审查、工程规划
许可、施工许可等相关事项并联审
查，企业取得土地后可一次性取得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不动产权
证等，变以往的“等上门”为“找上
门”，实现审批“再提速”，项目开工

“零等待”。

沾化区“并联审批”多证齐发
全力助推项目“拿地即开工”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
刚 通讯员 胡德民 报道） 1 月 19
日，山东省“四进”攻坚滨城工作
组一行走进滨城区三河湖镇西北部
最偏远的小村庄后尹后村，赞叹如
画的美丽乡村，道路整洁、墙白瓦
红、户户清靓、窗明几净，如同进
入一幅立体画卷中。

“现在取暖、做饭全部用上天
然气，既干净暖和还安全。2021

年 10月，镇上投资150多万元启
动雨污分流工程，现在户户都能
自觉清理，村中很少会有纸片、
果皮等垃圾出现。”后尹后村党
支部书记尹希武说，“环境好
了，群众生活也喜气洋洋。村里
的锣鼓队、广场舞队等天天聚在
广场上活动锻炼，整个村子朝气
蓬勃。”

走进三河湖镇每个村庄，在群
众经常聚集的广场、主路上都会发
现张贴的村规民约或公告栏中，都
明确了实行包靠“街长制”、动态

“评比制”、设立“光荣榜”“曝光
台”等制度要求，村规民约、红黑
榜、“门前三包”责任落实等制度
落实，成为了巩固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的长效机制。

入冬以来，三河湖镇党委更是

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作为镇村
2022年干部作风转变的“首次战
役”，通过强化组织、加大投入、
全员下沉、强力攻坚、完善机制等
措施，环环相扣推动农村人居环境
面貌焕然一新，营造了一种“干干
净净迎新年、清清爽爽过春节”的
浓厚氛围。

在工作落实中，三河湖镇构建
起了“镇-社区-村”三级责任体
系，主要领导包靠推进人居环境整
治提升工作。社区层面，坚持“大
兵团”作战、全员网格化下沉，包
靠社区领导班子、全部机关干部下
沉一线，逐村逐户清理攻坚。自然
村层面，村干部、党员带头干，网
格员走村入户督导动员。

公共环境决定城镇“颜值”，
更直接影响着老百姓的生活质量。

三河湖镇紧紧围绕道路整洁、管理
有序、设施完善、特色突出的目
标，研究规划镇区提升方向和提升
亮点，遵循“好看又好用”原则，
对整个镇域范围进行全方位“改
造”，通过道路人行道、盲道翻
修，路面维修、道路绿化铺设、道
路路灯的修缮、安装景观石、设计
草坪灯、音箱等基础设施改造提
升，以及地下雨污管网、弱电管网
的完善，让镇域面貌焕然一新，为
百姓打造了更为宜居、宜业的生
活、生产环境。

“我们紧盯群众需求，回应群
众期盼，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将
确保镇域山绿水清、天蓝净土、景
美人和。”三河湖镇党委书记王景
波满怀信心地说。

杜店开展志愿服务温暖辖区老年群众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董
锋磊 报道）1月14日，山东省卫生
健康委员会公布省级示范性托育
服务机构名单，滨州华美教育集团
旗下的滨城区蒙特梭利托育服务
中心成为滨州市唯一一家入选的
托育机构。

华美蒙特梭利托育服务中心
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半日陪同托、
计时托、临时托等多样化的婴幼儿
照护服务，按照规定设置不同类型

的多功能教室，并配备符合3岁以
下婴幼儿年龄特点的家具、用具、
玩具、图书和游戏材料等，为婴幼
儿创造了良好的生活环境，并配有
专门的保健医生。

近年来，华美蒙特梭利托育中
心将托幼一体化、托幼培训一体
化、托育进社区作为发展目标，不
断创新工作思路，加强托育中心内
涵建设，赢得了家长点赞。

滨城区蒙特梭利
托育服务中心入选
省级示范性托育服务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