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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城讯（通讯
员 闫安 报道）2022年，滨城区杜店
街道将坚持刀刃向内、问题导向、深
化改革、创新路径，立足“聚焦争先
进位，全面走在前列”的工作定位，
以“战”的姿态、“拼”的精神和“抢”
的意识，砥砺前行、奋楫争先，确保
项目建设、城改棚改、民生保障、社
会治理、乡村振兴、文明创建等各项
为民服务工作走在前列。

加强党建引领，夯实党群阵地。
杜店街道将着力加强党建引领网格
精细化治理、物业管理、城改旧改等
工作，充分发挥街道1780名党员先
锋模范带头作用，用“红色引擎”激
发新活力。进一步强化与渤海先进
技术研究院、黄河数字经济产业园
等的深度融合，高标准建设杜店街

道党群服务中心。围绕“一社区一品
牌”，把21个城市社区提档升级为各
具特色的集党建、便民服务、文化科
普等于一体的综合党群服务中心，
让红色堡垒星罗遍布、亮点纷呈。

持续改善民生，提升城市品质。
杜店街道将抓好涉及西李、饮马等
6个自然村共计1143户38万平方
米的城中村改造工作，完成总投资
950万元的印象江南、万隆小区等8
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加快推进朝
阳小区、鲲鹏小区等城中村改造安
置区建设，尽快实现群众回迁安置。
深入开展贫困重度残疾人照护服务
和精神障碍社区康护服务试点工
作，积极申请未成年人保护站省级
试点，社区实现“四站合一”（社会工
作服务站、社会救助服务站、未成年

人保护工作站和社区慈善工作站）
全覆盖。完善15分钟便民服务圈，
汇聚党员、志愿者、社会组织多方力
量，形成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强大
合力。持续推进常态化联系服务群
众工作走深走实，有效提升群众幸
福感、获得感。

细化社会治理，守住红线底线。
杜店街道将完善“全科大网格”体
系，推广网格治理“156”工作模式，

“1”是指党建引领筑根基，“5”指是
社区党组织、网格党支部、业委会、
物业企业、网格员五方联动解难题，

“6”是指组织联建、网格联治、民生
联谊、党群连心、服务联动、活动联
办，协力打造共商共建共治共享社
区治理新模式。进一步织密疫情防
控安全网，加大对重点行业安全生

产的执法处罚力度，加强信访案件
源头控制和积案化解，确保社会大
局持续和谐稳定，坚决守住生态红
线。

狠抓作风建设，打造杜店“铁
军”。杜店街道将深入学习引领作风
建设，每周一晚定期开展理论中心
组集体学习并研讨交流，不断开拓
思维，提升境界水平。以完善制度强
化作风建设，优化重大事项决策、一
线考察识别干部、绩效考核机制，筑
牢制度笼子。以创新实践深化作风
建设，坚持以“三化”“三亮”（事业工
程化、工程责任化、责任数字化，年
初亮目标、年中亮进度、年底量结
果）推进工作，倒逼干部转变作风，
增强责任意识，推动各项为民工作
走在前列。

夯实党群阵地持续改善民生细化社会治理狠抓作风建设

杜店四项举措推进为民服务工作走在前列

韩店五措并举抓严抓实烟花爆竹“三禁”工作
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讯

员 霍广 报道）为加强烟花爆竹安全
管理，减少环境污染，保障公共安全
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连日来，
邹平市韩店镇五措并举强力推进烟
花爆竹禁售禁燃禁放工作落到实
处，让文明过节新风尚深入人心。

高度重视，压实责任。韩店镇
将烟花爆竹禁售禁燃禁放工作作为
当前一项重要工作来抓，第一时间
召开烟花爆竹“三禁”工作会议，进
一步统一思想，形成共识，成立韩店
镇烟花爆竹禁售禁燃禁放领导小
组，研究制订工作方案，实施镇领导
班子包管理区、包村干部包村、村干
部包组的工作机制，并与包村干警、
村辅警联防联治，坚持提前谋划、源
头治理，进一步夯实工作责任，形成
强大工作合力，把烟花爆竹禁售禁
燃禁放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加强宣传，营造氛围。为进一

步提高群众对烟花爆竹禁售禁燃禁
放的知晓率，增强群众的参与度，韩
店镇通过“魅力韩店”微信公众号、
镇村两级微信群、“村村响”应急广
播喇叭、悬挂条幅、发放烟花爆竹禁
售禁燃禁放明白纸、LED屏循环播
放等多种形式，广泛深入及时地向
广大群众、商户宣传烟花爆竹禁售
禁燃禁放相关政策及规定，使群众
认识到烟花爆竹禁售禁燃禁放的环
保和安全意义，了解燃放烟花爆竹
的危害性，积极参与禁售禁燃禁放
工作，广泛提高群众的思想认识，倡
树文明新风，营造人人知晓、共同参
与、齐抓共管的浓厚氛围，切实守牢
禁售禁燃禁放烟花爆竹的工作底
线。

全员下沉，全面推进。韩店镇
充分发挥包村干部、党员、网格员、
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帮办代办
员作用，全员下沉一线，深入村（社

区）、企业、沿街商铺发放《停放烟花
爆竹安全文明过年倡议书》《邹平市
人民政府关于全域全时段禁售禁燃
禁放烟花爆竹的通告》，同时分别与
管理区、村、户、企业签订《禁燃禁放
烟花爆竹承诺书》，切实压紧压实各
方责任，筑牢烟花爆竹禁售禁燃禁
放管控屏障。

协同配合，加强排查。韩店镇
应急办联合派出所、市场监管所、城
管办、环保所等部门，持续对超市、
商铺、摊贩进行常态化检查，形成监
管合力，坚持快查、快处，从严、从重
的原则，严厉打击燃放烟花爆竹行
为。严查烟花爆竹运输、销售环节，
加大排查力度，对辖区烟花爆竹零
售点进行调查摸底，建立台账，确保
辖区内无销售烟花爆竹行为。对辖
区内村街、市场等人员密集区域实
行专人负责，严密防范，加强巡查力
量，确保镇域内烟花爆竹零销售、零

燃放、零容忍。
强化督查，跟踪问效。韩店镇

成立督查组，明确督查范围、内
容、责任、纪律，对辖区禁售禁燃
禁放工作进行不间断督导检查，依
法依纪追究禁售禁燃禁放工作失控
漏管、不作为、乱作为的行为，推
动禁售禁燃禁放工作走深走实，确
保烟花爆竹禁售禁燃禁放工作全面
落实。同时鼓励群众积极举报非法
销售、储存、运输和违规燃放烟花
爆竹等违法违规行为，确保烟花爆
竹禁售禁燃禁放工作落到实处、见
到实效。

新春佳节即将到来，韩店镇将
以更有力的举措，更严格的处罚措
施，对销售、燃放烟花爆竹行为进行
严厉打击，推动烟花爆竹禁售禁燃
禁放工作走深走实，凝心聚力守护
好韩店的碧水蓝天，确保全镇人民
过一个平安、祥和的新春佳节。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雪鹏 通讯员 张兰兰 报道）1
月 20日，在邹平市高新街道大
新村第一书记孙之轩的联络下，
山东瀚海书业有限公司开展为
该村中学生爱心捐赠活动。

当下正值寒假，为丰富学生

假期生活，山东瀚海书业有限公
司为孩子们精心准备了初中、高
中多门学科的练习题册，希望学
生们利用假期时间查缺补漏，打
好学科文化基础。

本次活动，该公司为大新
村学生捐赠各类书籍 400 余

本、VR眼镜120个。该村“两
委”成员对爱心企业的捐赠表
示感谢，并表示将会定期开展
送温暖活动，满足村里孩子们
的学习需求，为学生的寒假生
活增添更多趣味。

爱心企业为大新村学生捐赠爱心企业为大新村学生捐赠400400余本书籍余本书籍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
刚 通讯员 郑文超 报道）为切实
做好辖区物流快递行业疫情防控
工作，确保该行业有序化、规范
化、安全化运营，近日，惠民县
辛店镇经委联合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针对物流快递行业开展疫情
防控工作督导和政策宣传等志愿
服务活动。

活动中，志愿服务队深入辖

区15家快递物流公司、站点开展
宣传活动，通过发放、张贴疫情
防控相关资料、现场指导等方
式，引导各快递公司、从业人员
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落实好
快递物品集中消杀工作，同时对
外来办理业务人员严格进行体温
检测，并认真执行健康码、行程
码出入制度，保证安全有序地开
展物流快递派送服务。

辛店开展疫情防控志愿服务
全力保障快递物流运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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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邵
一娟 通讯员 许家铭 报道）1月25
日，滨城区总工会开展为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新春送温暖活动。

在彭李街道滨城数字经济产
业园，走访人员来到山东十方云服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为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发放暖心被、手机支架、春
联等慰问品，还将热气腾腾的“小
年”饺子送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
位上。走访人员还与大家亲切交

谈，了解新就业形态企业的经营模
式及工会组建等情况。

广大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纷纷
表示，工会送来春联、水饺等暖
心物品，让大家深切感受到了来
自工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他们
要将这份温暖转化为勤奋工作、
报效社会的强大动力，立足工作
岗位，用勤劳的双手为社会经济
发展添砖加瓦。

滨城区总工会为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新春送温暖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城讯（通
讯员 张建忠 纪俊杰 报道） 1月
25日，滨城区市东街道沙家居委
会的老年活动室里喜气盈盈、热
闹非凡。该居委会携手回娘家过

小年的书法爱好者沙树霞、沙敬
敬两位老师开展了“为群众写春
联送祝福”活动。

在现场，两位书法爱好者挥
毫泼墨，通过书写一副副春联、
一张张福字寄托对广大村民最美
好的祝福。闻讯赶来的群众很快
挤满了活动室，大家兴高采烈地
领到自己心仪的春联和福字，为
即将到来的虎年春节增添不一样
的新年喜庆味道。

市东街道沙家居委会开展
为群众写春联送祝福活动

滨州市山轩商贸有限公司
丢失公章、法人章、财务章
（3723280026195），声明作
废，且寻回后不再使用。

滨州市滨城区中海豪庭超

市 公 章 丢 失 ，章 号 ：
3723003000851，声明作废，
且寻回后不再使用。

博 兴 县 兴 福 镇 村 魏 村
魏 拥 军 农 村 土 地 承 包 经
营 权 证 丢 失 ， 编 号:
371625102210000109J, 声

明作废。
山 东 金 点 子 广 告 传 媒

有限公司滨州经济开发区
分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丢
失 ，（统 一 社 会 信用代码：
913716003103962586），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联系电话：3186726 1865430649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等文件精神，现对山东联信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年产5万吨车用轻合金新材料
项目情况及环境影响评价情况进行公示，以便广泛了解社会各界公众对其开
发建设的态度及环保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1.建设项目概要
项目名称：山东联信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年产5万吨车用轻合金新材料

项目
建设地点：滨州北海经济开发区铝产业园区，滨州北海科技孵化园

A1车间
主要建设内容：项目总投资15000万元，主要建设年产5万吨车用轻

合金新材料生产线，配套建设相应公辅环保措施。
2.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山东联信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联系人：时经理 联系电话：19954363123
电子邮箱：shiyinfa@regal-metal.com
3.承担环评工作的评价机构
山东海美侬项目咨询有限公司
4.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

方式和途径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电子版全文的网络链接为：

https://pan.baidu.com/s/1_cymyNTactpeV72LMKr0mw（提取码：
j9eh），纸质版报告可至山东联信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厂区查阅。

5.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项目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山东联信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厂区周边

5km范围内的居民和单位。
6.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自 公 告 发 布 之 日 ， 公 众 可 至

https://pan.baidu.com/s/1_cymyNTactpeV72LMKr0mw（提取码：
j9eh）下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进行填写。

7.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如果公众对本项目有任何意见，可按要求填写完成“公众意见表”，公

众可以通过信函、电子邮件或者建设单位提供的其他方式，在规定时间内
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建设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
意见和建议。

建设单位联系人：时经理，联系电话：19954363123；
建设单位地址：滨州北海经济开发区科技孵化器园区A1车间；
环评单位联系人：刘工，电话：0531- 81795815，电子邮箱：

jinan2103@126.com；
环评单位：山东海美侬项目咨询有限公司
8.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对建设项目有环境保护意见的，自本公告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反

馈意见。
山东联信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2022年1月24日

山东联信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年产5万吨车用轻合金新材料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公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