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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杭裕平 通讯员 朱华林 报道）在
近日刚结束的2021年全国中学
生英语能力测评（NEPTS）中，滨
州行知中学斩获佳绩——1名同
学荣获全国一等奖，4名同学荣
获全国二等奖，2名同学荣获全

国三等奖。
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测评

（英文简称NEPTS）每年举办一
次，被誉为我国中学生英语“奥
赛”。本次测评中，行知中学被
授予“优秀组织奖”。

滨州行知中学
7名学生英语“奥赛”获奖

尊敬的全市劳动模范和五一
劳动奖章获得者：

岁序更替，华章日新。在这辞
旧迎新的美好时刻，滨州市总工会
谨向辛勤工作在全市各行各业、各
条战线上的劳动模范和五一劳动
奖章获得者，献上最崇高的祝福并
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2021 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
夕，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劳动
群众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
问，对广大劳动群众迎难而上、拼
搏奉献，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
的重要贡献给予充分肯定。在隆
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
际，党中央专门邀请了200多名来
自全国各地的全国劳模、大国工

匠、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以及
老一辈建设者后人代表进京观看
文艺演出、百年党史专题展览，组
织参加庆祝大会并在天安门广场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
要讲话。这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劳模的尊
崇礼遇和深情厚谊，给亿万劳动者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增添了无
穷力量。

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过去的一年，全市广大劳动群众坚
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
委工作要求，锚定“七个走在前列、
八个全面开创”的目标定位，深化

“双型”城市建设，扎实推进“83”工
程，富强滨州建设巩固成势，塑成

胜势，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特
别是全市各行各业的劳动模范立
足本职、拼搏奉献，在经济发展主
战场建功立业，在服务职工最前沿
倾洒热血，在不同岗位上开创了一
流的业绩，以实干实绩生动诠释了
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充
分展现了劳动的荣光和价值，为全
市人民树立了榜样。

晨曦破雾，霞染东方，2022 年
正迎面而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新时代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即将
开启。全市劳动模范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
党的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工作的重

要指示要求，自觉肩负起新时代赋
予的新使命，以崭新的主人翁姿
态、卓越的劳动创造、顽强的拼搏
精神，引领广大劳动群众继承和发
扬光荣传统，苦干实干，担当作为，
争当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者、创新创
造的引领者、职工权益维护的推动
者，更好地发挥主力军作用，为更
高水平富强滨州建设贡献力量，以
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
开！

衷心祝愿全市劳动模范和五
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新春愉快，身体
健康，阖家幸福，万事如意！

滨 州市 总 工 会
2022年1月26日

滨州市总工会致全市劳动模范和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的春节慰问信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邵一娟 通讯员 毕艺琳 刘国杰
报道）随着2022年春节临近，滨
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秉承“营造
氛围、体现特色、勤俭节约、安全
高效”的原则，打造出了传统与
现代结合的节庆亮化氛围，既美
化亮化了城市夜景，又为市城区
增添了浓浓年味。

其间，该局将区域亮化与节
点亮化相结合，在创业大厦及周
边、颐园、北海公园、白鹭湖景区
以及黄河十六路等主要路段设

置亮化设施、灯具；各街道对城
区黄河十五路、渤海十路、渤海
五路、渤海七路等主要干道进
行亮化美化，每个街道景观不
一，各有特色。在确保亮化美
化的同时，该局将安全放在首
位，对长期设置和短期布设的
亮化设施坚决做到安装牢固、
接线规范、严把质量关，并加装
漏电保护装置，确保安全；在亮
化设施上安装警示标识，提醒
广大群众切勿随意触摸亮化设
施。

滨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张灯结彩迎新春
亮化城市增年味

禁燃禁放烟花爆竹
宣传进公园

1 月 25 日，市城管局公用事
业服务中心组织志愿者走进新滨
公园、文化广场、新立河公园、中
海公园等市主城区公园广场，开
展禁燃禁放烟花爆竹宣传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向市民发放
了《烟花爆竹不燃放 低碳环保过
大年》倡议书和明白纸，宣传全

市范围内全时段禁售、禁燃、禁
放烟花爆竹规定，提醒市民严格
遵守规定，自觉做到禁燃禁放烟
花爆竹。此次活动是该中心开
展的关爱自然志愿服务系列活
动之一。（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任斐 通讯员 王学银 王国芳 张
磊 摄影）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州讯（通
讯员 赵长征 赵雪梅 张建忠 报
道）1月22日上午，滨州市星火
公益事业发展中心组织20多名
义工，出动14台车辆，举办了“情
暖寒冬”走访慰问活动，为滨城
区七个镇街的100户贫困家庭送
去了春节慰问品。

“情暖寒冬”走访慰问活动，
由滨州市星火公益事业发展中

心联合滨城区七个乡镇、街道办
发起，慰问对象是因病因残等导
致的建档立卡困境家庭，以困难
老人家庭为主。活动中，除了为
困境家庭送去米面油等生活用
品外，志愿者们还送上了民间剪
纸老艺人刘玉林的虎年福字两
幅。活动所需的慰问物资均由
山东鑫在成能源有限公司捐资
购买。

滨州星火公益开展
“情暖寒冬”走访慰问活动

滨州日报/ 滨州网讯（记者
任斐 通讯员 张海玉 韩斌 报道）
1月25日，市住建局城建服务中
心召开全市城市建设服务工作
会议。会上，各县市区城建服务
工作主要负责人围绕2021年工
作开展情况和2022年工作部署
进行交流发言，进一步总结亮
点、明确堵点、强化重点、突出要
点，为全市城市建设服务工作再
绘新蓝图、再谋新篇章。

记者在会上获悉，2021年全
市城建服务系统在各级党委、政
府和主管部门的领导下，各项工

作稳中求进、难中向好，较好地
完成了全年主要目标任务。
2022年，全市城市建设服务工作
将以强化重点项目建设为着力
点，在奋力争先创优上求突破；
以固化行业管理机制为支撑点，
在保障房地产市场稳健发展上
谋实招；以深化渤海红色物业建
设为结合点，在促进党建业务融
合发展上下功夫；以实化惠民便
民举措为切入点，在提升群众满
意度上做文章；以优化营商环
境、深化“放管服”改革为落脚
点，在提高服务效能上求成效。

全市城市建设服务工作
再绘新蓝图

按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省纪
委监委部署要求，滨州市纪委监委
机关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立足职责定位，强化监督检查，
压实主体责任，推动29个市直主责
部门扎实开展群众身边腐败和不正
之风专项整治，解决了一批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取得明显成效。日
前，市纪委监委机关会同市农业农
村局、市教育局、市卫生健康委等单
位公布整治工作成果。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领域：
严格落实防贫监测帮扶机制，全年
新识别监测帮扶对象651户 1517
人；11.63 亿元的扶贫资产运营良
好，696个产业项目年收益1.08亿
元，脱贫享受政策群众人均受益
1600元以上；6.5万脱贫享受政策群
众“两不愁三保障”水平持续提升，
低保和特困供养率达73.87%，人均
收入达11997.8元。持续做好社会
救助兜底保障工作，为全市1.35万
名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提供照料护理
服务，为困难群众发放冬季取暖补贴
3829万元。投资2661万元实施农
村供水提质工程，涉及68村，受益人
口4.4万人；投资2.14亿元实施农村
供水水厂水质深度处理升级项目，49
万农村居民饮水水质实现提档升级。

教育领域：落实中小学规范办
学十五条，督办违规办学问题2件，
通报违规办学行为2起。解决教育
资源不均衡问题，全市新改扩建幼
儿园已完工35所，新增学位13345
个；新改扩建中小学25所，新增学位
11340个。解决农村寄宿制学校冬
季取暖问题，全年规划取暖项目12
个，投资195万元，已全部完成。对
全市中小学校食堂进行全面检查，
查实处理问题食堂1件。组织开展

“树师德、正师风”专项整治，查实教
师违反师德师风、违规有偿补课问
题4起，处理教师1人。

卫生和医保领域：开展不合理
医疗检查专项治理行动，抽查医疗
机构412家，查处各类违规行为129

起，行政处罚医疗机构365家，罚款
金额60.6万元。建成基层医保便民
服务站点1752处，全省率先、提前
一年实现医保便民服务站点全覆
盖。全面开通普通门诊跨省直接结
算、省内门诊慢性病直接结算、跨省
异地住院直接结算。提高大病保险
待遇保障水平，职工政策范围内住
院费用从2万元到20万元之间的个
人负担部分纳入大病保险，大病特
药报销比例从60%提高到80%。重
拳打击欺诈骗取医保基金行为，先
后开展“1+1”循环交叉检查、双随机
一公开检查和定点医疗机构专项治
理行动，全市共检查定点医药机构
2952家,暂停协议65家、解除协议
63家、拒付（追回）资金129家，行政
罚款87.3万元。

食品药品安全领域：开展儿童
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行动，抽检相
关产品80批次。开展校园周边未
成年禁售食品整治，检查校园周边
食品经营单位2500余家次，下达责
令改正通知书230份，立案18起，完
成抽检350批次。深入开展农村假
冒伪劣食品生产销售问题整治，查
处假冒伪劣食品案件69件，收缴假
冒伪劣食品2360.6公斤，货值21.97
万元，罚没款62.34万元。开展网络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整治，检查第三
方平台代理商11家，入网餐饮服务
提供者3620家。开展零售药店药
品检查2600余家次，警告241家，
限期整改375家。深入开展“昆仑
2021”专项行动，侦破食药领域刑事
案件32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57人，
移送起诉141人。

住房物业领域：深入开展房屋
土地产权“办证难”历史遗留问题专
项治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小区177
个，其中市城区化解 51 个，涉及
7994户，补缴土地出让金8085.8万
元，协助缴税6.93亿元，化解率达
97.3%。推进“渤海红色物业”建设，
全市物业服务整体覆盖率95%，业
委会和物业管理委员会成立率

98%。强化房地产中介机构监督管
理，开展专项整治3轮次，受理各类
投诉167件，立案查处3家，通报39
家违规机构。开展违规销售住房综
合整治行动，摸排40余个房地产项
目，解决8个项目的延期交房问题。

养老社保领域：上线运行待遇
资格“无感认证系统”，全市机关、企
业、工伤、居民社会保险待遇领取人
员共计91.8万人，通过“无感认证系
统”完成认证89.3 万人，认证率达
97.3%，其中企业退休人员认证率达
99%。开展失业保险待遇“畅通领、
安全办”落实情况“回头看”行动，为
6136 家企业拨付稳岗返还资金
2955.9万元，为891家企业发放以
工代训补贴4364万元，发放创业担
保贷款9.6 亿元，一次性创业补贴
1634.5万元，带动2万余名劳动者实
现就业。组织761名退役士兵参加
职业技能培训，为568家军创企业
发放创业贷款1.34亿元，贴息248
万余元。

工程建设领域：积极开展工程
建设领域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
位拖欠企业账款清理工作，妥善解
决2起大型国有企业拖欠民营企业
中小企业账款问题，累计清偿219.1
万元。在全省率先出台《滨州市工
程建设领域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办
法》，为办理各类拖欠农民工工资问
题案件提供明确法律依据。办结全
国根治欠薪线索反映平台住建领域
线索863条，办结率94.1%；交通领
域线索56条，办结率98.2%；水利领
域线索14条，办结率93.3%。向全
市14万名农民工发送维权短信，宣
传维权电话及欠薪线索投诉举报二
维码，切实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

生态环保领域：中央第一轮环
保督察及“回头看”反馈问题51项，
已整改完成47项，其余均达到序时
进度；省第一轮环保督察及“回头
看”反馈52项问题，均已整改完成。
制定《滨州市2021年夏秋季臭氧污
染防治专项行动方案》，530家涉挥

发性有机物企业治理设施完成提标
改造。全市11个国控断面优良水体
比例54.5%，18个省控及以上断面
全部消除劣V类，提前完成“十四
五”考核目标。全市1699家单位纳
入企业固体废物管理台账信息化系
统。开展重点区域大排查活动，共排
查企业1147家、重点场所1055处，
向810家涉危废企业发放告知书、签
订责任书。深入开展严打严惩污染
环境“百日攻坚”专项行动，侦破环境
领域刑事案件34起，抓获犯罪嫌疑
人205人，移送起诉177人。

安全生产领域：开展道路交通
安全大排查大整治、货车超限超载
专项整治等专项行动，排查整改各
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31867处，依
法查处“三超一疲劳”交通违法行为
4.12万余起、酒醉驾8690余起。严
查严处车辆乱停乱放、堵塞消防通
道等违法行为，办理群众违停举报
2800余起。持续加大交通运输领域
风险管控力度，对33家重点企业实
施驻点监管。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
违行动，出动执法人员2.9万余人，
动用执法车辆9800余辆，查处案件
1600余起，罚款额850余万元。严
厉打击交通运输领域非法营运等安
全隐患行为，查处非法运营车辆235
辆，有效净化客运市场环境。

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领域：深
化无差别“一窗受理”改革，综窗率
达98.1%，办事等待时间压减90%
以上。设立“办不成事”反映窗口，
解决企业群众“急难愁盼”诉求721
件。创新开展惠企政策落实“三评”
工作，推动约1.6亿元奖补类资金按
时拨付到位。在全省率先梳理、发
布62项惠企政策“免申即享”事项清
单。开展惠企政策宣讲770场次，
涉及企业23363家，推介惠企政策
3146条，成立专业服务小分队228
支，解决各类企业问题2800余条。
持续推进“减证便民”，通过告知承
诺方式减少群众提交证明材料10
万余份。

滨州市纪委监委公布2021年
群众身边腐败和不正之风专项整治工作成果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讯（记者 康
曌 张子强 王仪 报道）1月26日，我
市召开《滨州市“八五”普法规划》新
闻发布会，就《滨州市“八五”普法规
划》总体框架、指导思想和主要目标
等几个方面的内容作了介绍。

2021年12月19日，市委、市政
府正式转发《市委宣传部、市司法局
关于在全市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
八个五年规划（2021-2025 年）》。
《滨州市“八五”普法规划》（以下简

称《规划》）的总体框架结构和内容
体例，与国家、全省的“八五”普法规
划的七个部分保持一致，但每一部
分都紧密结合滨州实际、体现滨州
做法，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
性。

《规划》的七个部分：第一部分
是总体要求，主要是指导思想、工作
目标和工作原则；第二部分明确普
法重点内容，主要包括突出学习宣
传习近平法治思想、突出学习宣传
宪法、深入学习宣传民法典、深入宣
传与推动滨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深入宣传与
社会治理现代化密切相关的法律法
规、深入学习宣传党内法规、深入宣
传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第三部

分是持续提升公民法治意识和法治
素养，主要包括加强国家工作人员
法治教育、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分
层分类精准开展法治教育、推动公
民法治行为习惯养成；第四部分是
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主要
包括优化法治文化阵地布局、繁荣
法治文化作品创作、打造滨州特色
法治文化品牌；第五部分是推进普
法与依法治理有机融合，主要包括
全面加强基层依法治理、深化行业
依法治理、大力加强专项治理；第六
部分是进一步增强普法工作针对性
和实效性，主要包括注重多角度多
过程实时普法、健全社会普法工作
机制、大力推进普法工作创新；第七
部分是加强组织领导和保障，主要

包括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全面落实
普法责任制、不断强化基层基础、切
实加强评估检查。

此外，《规划》明确了八大目标，
即到2025年，法治宣传教育在法治
滨州、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中的重要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全社
会大普法格局进一步巩固完善，法
治宣传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进
一步增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进一
步繁荣，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进一步
弘扬，公民的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
法治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全市尊法
学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主动性显
著增强，全社会办事依法、遇事找
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成
为普遍共识。

《滨州市“八五”普法规划》明确七项内容八大目标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胡旭
阳 报道）日前记者获悉，由滨州市歌
舞团原创出品的儿童剧《小虎滨滨
历险记之<智擒鼠贼>》将于1月27
日晚 19:00 在滨州保利大剧院首
演。

该剧讲述的是喜欢历险的小虎

滨滨来到美丽的青青森林，小动物
们听说小虎滨滨有一本神奇的兵书
后，纷纷要向小虎滨滨学习兵法。
三只鼠贼的到来打破了森林的宁
静，它们不仅偷了小松鼠的过冬粮
食，还把目标锁定在了小动物们储
存过冬粮食的“森林粮仓”。在保护

森林粮仓的过程中，小虎滨滨带领
小动物们巧妙运用《孙子兵法》智谋
与三只老鼠斗智斗勇，三只老鼠接
连中计、叫苦不迭……

据了解，《小虎滨滨历险记之＜
智擒鼠贼＞》是滨州市2021年艺术
创作扶持项目，由滨州市歌舞团、滨

州市艺术创作研究所联袂打造，以
滨州城市IP形象“小虎滨滨”为创作
原型，以“孙子文化”贯穿始终，同时
融入滨州非遗元素进行创编。该剧
也是滨州市首部“滨州人创、滨州人
导、滨州人演”的儿童剧。

《小虎滨滨历险记之<智擒鼠贼>》今晚首演
演出地点在滨州保利大剧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