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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董
锋磊 报道）2月1日上午，市委书
记宋永祥，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李
春田到邹平市、博兴县部分企业
走访慰问一线员工，向他们致以
节日的问候和美好的祝福，希望
他们在新的一年里，继续干好本
职工作，为更高水平富强滨州建
设作出新贡献。

在邹平市，宋永祥、李春田首
先来到魏桥创业集团总部，慰问
郑淑良女士并为他们送上新春祝
福。感谢魏桥创业集团多年来为
滨州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鼓励
企业坚定发展信心，走科技创新
之路，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再立
新功。

随后，宋永祥、李春田到魏桥
创业集团全球首条600KA特大
型阳极预焙电解槽车间，看望慰
问一线值守工作人员，并代表市
委市政府向一线工作人员拜年。
宋 永 祥 指 出 ，魏 桥 创 业 集 团
600KA特大型阳极预焙电解槽打
破了世界超大型槽体的纪录,直
流电耗每吨铝低于12400度,比
全国电解铝行业能耗限额标准降
低1000度左右,电解铝规模不仅
世界第一,吨铝能耗和排放更是

全球最低。希望企业在科研创
新、节能减排、铝深加工等方面加
大投入,想创新、敢创新、能创新,
在科技创新道路上行稳致远。

宋永祥、李春田还先后到山
东创新板材有限公司、西王特钢
有限公司特材厂、博兴京博石化
东区联合智能控制中心,看望慰
问一线值班值守员工,送上新春
祝福,实地了解项目投资建设、产
品销售、新产品开发等情况。

宋永祥表示,一年来,各企业
及员工为滨州经济社会发展作出
了巨大贡献,希望大家在新的一
年里借助平台优势,做好本职工
作。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支
持企业发展,努力营造让“企业和
企业家舒服”的营商环境,助力企
业做大做强做优。企业要加大科
技创新力度、加快新产品开发进
度,延伸产业链条,增加产品附加
值,为滨州高质量发展贡献力
量。走访中,宋永祥强调,要做好
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工作,严之
又严、细之又细落实各项措施要
求,切实把生产搞好、安全守住、
底线筑牢。

王进东参加活动。

宋永祥李春田到邹平博兴走访慰问
企业一线员工

努力营造优良营商环境
助力企业做大做强做优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青
博 报道）1月27日下午，市委副书
记、代市长李春田带队到邹平市，实
地检查邹平市委2021年度全面从
严治党主体责任落实情况，并参加
指导市委常委会党史学习教育专题
民主生活会。

在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落实
情况座谈会上，李春田认真听取了
有关情况汇报和党员干部代表发
言。李春田指出，邹平市委要坚决
做到“两个维护”，把思想行动统一
到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
工作要求上来，不断增强“政治
力”；要持续深化理论武装，把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不断
增强“凝聚力”；要强化干部队伍建

设，真正把讲政治、有信念、敢担
当、能干事的干部用起来，不断增
强“斗争力”；要担起从严治党政治
责任，始终以严的要求和严的标准
抓好班子、带好队伍，不断增强“落
实力”。

在随后召开的民主生活会上，
邹平市委常委会作了对照检查，深
入查摆突出问题，剖析原因，提出整
改措施和努力方向；邹平市委常委
会班子成员分别作了对照检查，并
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

李春田对民主生活会进行了点
评，他指出，这次专题民主生活会前
期准备充分，检视剖析深刻，相互批
评到位，整改措施明确，达到了统一
思想、增进团结、推动工作的目的。
会后，要进一步查摆反思，系统梳理

问题和意见建议，逐项抓好整改落
实。李春田要求，要切实把这次民
主生活会成果落脚到动能转换上，
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积极打造产业
发展新引擎。要切实把这次民主生
活会成果落脚到项目建设上，加快
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推动高端铝产
业走在全国乃至世界最前沿。要切
实把这次民主生活会成果落脚到双
招双引上，奋力在项目数量、体量、
质量上在全市领跑，推动邹平加快
高质量发展。要切实把这次民主生
活会成果落脚到改革开放上，持续
深化改革，加快国有企业整合，扩大
开放，确保实际利用外资等工作实
现更大突破。要切实把这次民主生
活会成果落脚到改善民生上，做优
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文体等公共

服务，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要切实把这次民主生
活会成果落脚到管党治党上，邹平
市委常委会要发挥总揽全局、协调
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扛起重大责
任，以自我革命精神，持之以恒加强
自身建设。

其间，李春田还到西董街道芦
泉村，走访慰问老党员景汝银、生活
困难党员景在德；到山东铝谷产业
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走访慰问高层
次人才雷浩；到魏桥创业集团纺织
绿色智能化生产车间，魏桥轻量化
基地，创新集团年产 10 万吨轻量
化合金材料项目现场进行了调研。

王进东、张波、张红霞、崔立新
参加相关活动。

李春田检查邹平市委2021年度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落实
情况，指导邹平市委常委会党史学习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

进一步查摆反思 逐项抓好整改落实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裴庆
力 报道）1月30日下午，市委书记
宋永祥带队到惠民县，检查惠民县
委2021年度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
任落实情况，指导惠民县委常委会
党史学习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并
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宋永祥首先主持召开座谈会，
听取了惠民县委常委会专题民主生
活会筹备情况、全面从严治党主体
责任落实情况汇报和基层党员干部
代表发言。

围绕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宋
永祥指出，要紧扣民主生活会主题，
确保方向正确、主题鲜明、重点突
出。要勇于刀刃向内，敢于揭短亮
丑，把上级点明、同志批评、群众关
切、自我反思的问题摆出来、剖析
透，确保民主生活会开出高质量、好
效果。要常怀“赶考”之心，坚持把
坚定信念、纠正偏差、增进团结、推
动工作作为这次专题民主生活会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得到一次深刻党
性锻炼，进行一次真诚沟通交流，形
成“团结—批评—团结”的浓厚氛
围，为建设更高水平富强滨州凝聚

智慧力量、答好发展“考卷”。
关于全面从严治党工作，宋永

祥强调，要提升向心力，旗帜鲜明讲
政治，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
深刻领悟党的创新理论，以实际行
动把“两个确立”转化为“两个维护”
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
觉。要提升组织力，全域覆盖强组
织，推动党的组织覆盖到基层一线、
教学一线、科研一线、项目一线，提
升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
斗力。要提升执行力，严管厚爱抓
队伍，激励干部担当作为，打造召之
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干部队
伍。要提升感召力，挺纪在前严作
风，坚持严的主基调，保持正风肃纪
态度不变、力度不减、尺度不松，驰
而不息纠“四风”、树新风，不断增强
党委政府公信力、感召力。要提升
引领力，党建引领促发展，善于“十
个手指弹钢琴”，既要抓好经济运
行，又要做好民生保障，更要守住安
全底线，让人民群众过一个安乐祥
和的节日。

在随后召开的民主生活会上，
惠民县委常委会作了对照检查，深

入查摆突出问题，深刻剖析原因，提
出整改措施；惠民县委常委会班子
成员分别作了对照检查，并开展了
严肃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宋永祥对民主生活会进行了点
评。他指出，这次专题民主生活会，
准备充分、程序规范、氛围很好，达
到了增进团结、促进工作的目的。
民主生活会批评见真事，坚持用真
事说话、用实例说话、用工作说话，
查摆问题有深度，相互批评有辣度，
整改措施有力度，会议成效有实
度。他强调，整改要动真格，严肃认
真开展问题整改，出实招、用实劲、
见实效，把所有的问题都整改到
位。坚持对号入座、主动认领；坚持
对表建账，列出问题清单，逐一细化
整改的措施、时限、标准，开展“回头
看”；坚持对标见效，既要即知即改、
立行立改、应改尽改，也要举一反
三、建章立制、常态长效，避免问题
反弹回潮；坚持对照督导，适时对整
改进行评估督导，确保真正整改到
位。工作要下真功，把民主生活会
的成果，转化为改进工作、推动发展
的动力。要强党建，坚持工作中找

问题，党建上找原因，改革中找办
法；要强产业，坚持“工业强县、产业
兴县”不动摇，围绕新能源、装备制
造、绳网、高端铝、食用菌等特色优
势产业，做好产业规划，加强政策支
撑，强化数据指导，把比较优势用好
用足，把优势产业做大做强，实现县
域经济全面提升；要强服务，更好为
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中职院
校、市民、驻惠单位和基层组织服
务；要强队伍，突出凝聚力抓班子，
突出组织力抓基层，突出专业化抓
干部，把惠民县经济社会发展各项
事业一项一项干上去，为建设更高
水平富强滨州贡献力量。

在惠民县期间，宋永祥还到鑫
诚农业公司走访慰问了泰山产业领
军人才王淑芬；到何坊街道史马村，
走访慰问了生活困难党员、退役军
人史国忠，生活困难群众马建义、马
旭光；到县委老家属院走访慰问了
建国前老党员王希贤；到孙武街道
高家村走访慰问了省道德模范刘文
翠。

宋永祥检查惠民县委2021年度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落实
情况，指导惠民县委常委会党史学习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

常怀“赶考”之心 答好发展“考卷”

（上接第一版）
6名旗手手执奥林匹克会旗入

场。他们是中国不同时期优秀冬季
项目运动员的代表——新中国第一
位冬季项目世界冠军罗致焕，中国
首位夺得冬奥会男子项目奖牌的运
动员李佳军，实现中国花样滑冰项
目冬奥会金牌“零”的突破的双人滑
选手申雪，中国首位冬奥会雪上项
目金牌获得者韩晓鹏，温哥华冬奥
会短道速滑女子接力金牌获得者张
会，实现中国速度滑冰项目冬奥会
金牌“零”的突破的运动员张虹。

44名来自河北阜平山区的孩
子，用希腊语唱响奥林匹克会歌。
歌声中，奥林匹克会旗缓缓升起，同
五星红旗一道高高飘扬。

在五环旗前，中国越野滑雪运
动员王强和单板滑雪运动员刘佳
宇、中国自由式滑雪裁判员陶永纯、
中国单板滑雪教练员季晓鸥，分别
代表全体参赛运动员、裁判员、教练
员及官员宣誓。

大屏幕上，名为《未来的冠军》
的短片吸引了全场观众的目光，蹒
跚学步的小萌娃们成为冰雪运动的
爱好者，虽然一次次跌倒、爬起，却
始终欢笑着面对挫折，轻松幽默的

画面令观众忍俊不禁。笑声中，天
真可爱的孩子们出现在体育场内。
他们手持闪闪发光的“白鸽”，自由
欢愉地奔跑，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体
育场正中，组成一个心形，环绕在那
片“大雪花”周围。

22时10分，取自奥林匹亚的奥
运火种抵达国家体育场。本届冬奥
会火炬传递于2月2日至4日在北
京、延庆、张家口三个赛区进行。奥
林匹克森林公园、颐和园、八达岭长
城、大运河森林公园……奥运之火
穿越古老与现代、连接历史和未来，
向世界展示着厚重而又充满创新活
力的中华文明。

7名火炬手高擎火炬，分6棒，
在体育场内进行最后的传递。曾连
续11次获得速度滑冰全国冠军的

“50后”运动员赵伟昌，在卡尔加里
冬奥会短道速滑比赛中获得1枚金
牌、2枚铜牌的“60后”运动员李琰，
在盐湖城冬奥会上实现中国体育代
表团冬奥会金牌“零”的突破的“70
后”运动员杨扬，男子100米亚洲纪
录保持者“80后”运动员苏炳添，在
索契冬奥会上蝉联短道速滑女子
1500米冠军的“90后”运动员周洋，
曾经创造辉煌战绩的中国运动健儿

接力奔跑，赢得全场热烈掌声。
最后一棒传递到两位“00后”

运动员——越野滑雪运动员迪妮格
尔·衣拉木江、北欧两项运动员赵嘉
文手中。万众瞩目下，两名火炬手
跑向“白鸽”环绕的“大雪花”，将火
炬嵌入“大雪花”中央，形成了这座
由所有代表团雪花造型引导牌组成
的主火炬。主火炬在奥运历史上首
次使用“微火”方式，充分体现了绿
色环保的理念。

绚烂焰火腾空而起，整座体育
场顿时化为欢乐的海洋。

这是14亿多中国人民永难忘怀
的时刻，这是冬季奥林匹克运动又一
辉煌的瞬间。历经6年多精心筹备，
克服新冠肺炎疫情不利影响，中国人
民以勤劳、勇毅和智慧，必将向世界奉
献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

今夜，北京拥抱世界！
今宵，世界瞩目北京！
出席开幕式的国际贵宾有：俄

罗斯总统普京、柬埔寨国王西哈莫
尼、新加坡总统哈莉玛、哈萨克斯坦
总统托卡耶夫、吉尔吉斯斯坦总统
扎帕罗夫、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
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
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

夫、埃及总统塞西、卡塔尔埃米尔塔
米姆、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
德、波兰总统杜达、塞尔维亚总统武
契奇、卢森堡大公亨利、摩纳哥亲王
阿尔贝二世、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
斯、厄瓜多尔总统拉索、蒙古国总理
奥云额尔登、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
汗、波黑部长会议主席特盖尔蒂亚、
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马拉佩、韩国
国会议长朴炳锡、泰国公主诗琳通，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联大主席
沙希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
塞、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鸿
森、新开发银行行长特罗约、上海合
作组织秘书长张明等国际组织负责
人，共计近7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
组织的官方代表。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
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
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
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在京全
国政协副主席以及中央军委委员出
席开幕式。

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贺一
诚，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出席
开幕式。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负责人等
出席开幕式。

第二十四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隆重开幕

滨州网上周新闻热读排行榜
（2022年1月31日至2月6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文章标题

新春走基层|除夕，魏桥创业一场"长"达500公里的座谈

【早安滨州】2月1日 一分钟知天下（音频版）

【虎虎生威过大年·璀璨滨州】亮了，我的滨州！美了，我的春节

【蒲湖新语】来一场“过年革命”，重塑“年味”

宋永祥李春田到邹平博兴走访慰问企业一线员工

【虎虎生威过大年·璀璨滨州】@滨州市民：来黄河楼感受最有年味的春节

【虎虎生威过大年·冰尚滨州】滨州：相约冰雪 喜迎奥运

视频|黄河岸边我的家，欢快回家过大年

【滨州摄影师2021】张小丹：藏在时间里的人

【蒲湖新语】感悟好品山东的“森林之美”

阅读量

52170

31971

29085

27307

26984

26773

24235

22741

20278

17952

滨州网上周县区新闻热读榜
（2022年1月31日至2月6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文章标题

全国枫桥式公安派出所——滨城公安彭李派出所：全天不打烊 守护市民平安过春节

无棣公安：春节我在岗 守护万家团圆与安宁

滨城区滨北街道：村里筹办联欢会 小村农家年味浓

惠民：大棚韭菜销路广 农民冬闲变冬忙

新春走基层|无棣职专创客教育：启迪学生智慧 培养工匠人才

新春走基层|滨州博兴：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高”在哪？

邹平公安：全力护航春节，守护万家平安！

国网滨州滨城区供电公司：“电”亮迎春路

【虎虎生威过大年·品味滨州】一天一道滨州菜：沾化锅子饼

博兴公安：不一样的除夕“警”色

阅读量

19113

17971

17887

17405

16936

16140

14879

14217

13581

13364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罗
军 报道）2月6日，市委书记宋永
祥现场调研督导疫情防控和环境
保护等重点工作。他强调，要坚
决落实“立足于有、关口前移、多
重屏障”的工作策略，把疫情防控
和环保各项措施慎始慎终落实到
位，守住疫情防控和环境保护底
线，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
好环境。

在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宋
永祥到急诊科现场查看防治院内
感染防控措施落实情况，到发热
门诊了解工作开展情况。他指
出，广大医护人员奋战在一线，顽
强拼搏、艰辛付出，为全市人民度
过平安祥和的春节作出了积极贡
献。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始
终保持高度警觉，严格落实疫情
防控责任，为人民群众筑牢生命
健康保障防线。

在滨州海王黄河医药有限公
司，宋永祥现场查看了解仓库医
疗物资储备情况。他指出，政府
部门、医院、医疗物资储备企业要
做好对接，制订科学、准确的储备
方案，做到日常储备和应急储备
相结合，根据疫情变化及时做好

物资研判和流转调度，保障好物
资供应，为全市疫情防控工作提
供坚实保障。

随后，宋永祥到220国道滨
城管控劝返点、中海沥青股份有
限公司调研督导。他指出，当前
正值冬季大气污染防治关键时
期，要实行精准化防治，避免“一
刀切”。要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
把环保政策宣传到位、落实到位，
让企业和群众明明白白。要坚持
逆向找原因、正向找方法，创新思
路办法，利用多种方式，强化科技
支持，做到既坚守环保底线，也保
障企业正常生产。要充分依赖广
大基层组织，调动公安、环保一线
以及社区村居基层组织的积极
性，持续做好烟花爆竹禁燃禁放
等各项工作。各级党委政府要一
如既往地支持企业发展，努力营
造让“企业和企业家舒服”的营商
环境，助力企业做大做强做久，为
建设更高水平富强滨州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毕志伟、杜玉杰、吕长俊分别
参加相关活动。

宋永祥现场调研督导重点工作

立足于有关口前移多重屏障
守住疫情防控环境保护底线

1月30日，农历腊月二十八，
沾化区利国乡南五社区举行了沾
化区城乡公益性岗扩容提质行动
上岗仪式，现场向利国乡150名乡
村公益性岗位人员颁发了聘书和
上岗证。这标志着沾化区1500名
乡村公益性岗位人员全部上岗。

沾化区继在全市率先启动城乡公
益性岗位扩容提质行动后，在完
成全部流程的基础上又在全市第
一个开展了人员上岗工作。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贾
海宁 摄影）

新年送岗位 利国又利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