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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
刚 通讯员 寇慧超 陈熠 报道）连日
来，惠民县何坊街道开展防范电信
网络诈骗“敲门行动”，志愿者采取
主动上门服务的方式，引导广大人
民群众提高防骗意识和防骗能力，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

本次行动开始前，该街道举办
志愿者“敲门行动”动员活动，强调
了此次活动的重要意义，并指出了
具体行动要求，要求全体志愿者要
以维护好人民群众财产安全为最

终目的，增强责任担当意识，积极
参与到行动之中。

行动中，志愿者走进街巷、
小区，按照“不漏一户、不漏一
人”的要求，逐门逐户深入群众
家中，发放防诈骗宣传单，用通
俗易懂的语言向群众多角度、多
维度普及反诈防骗知识，同时帮
助老年人下载注册“国家反诈中
心”App，进一步提高群众防范
诈骗的意识，守牢捂紧群众的

“钱袋子”。

何坊开展“敲门行动”
引导居民防范电信诈骗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
刚 报道）近日，滨城区市场监管局
对辖区内冷链食品、商场、超市、餐
饮单位等重点领域场所就落实疫
情防控与食品安全情况开展专项
检查，1家食品经营业户因违反疫
情防控规定被停业整顿，并对其进
行曝光。

据了解，滨城区三心生肉批
发部违反山东省冷链食品“八
不”行为规定，未注册使用“山
东冷链”，未提前24小时报备，
未实行“三专”管理，未亮码销
售，对此，滨城区市场监管局根
据相关规定，依法责令其停业整
顿。

滨城区1家食品经营业户
因违反防疫规定被停业整顿

滨州日报/滨州网无棣讯（通讯
员 宋鹏 报道）近日，无棣县棣丰街
道馨泰社区对高玉明、梁树义等10
名“星湖能量”志愿者进行表彰，为
他们颁发荣誉证书和奖品，并为他
们在社区文明实践工作中作出的贡
献“点赞”。

据了解，馨泰社区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依托星湖水岸社区办公楼建
设，空间大，功能室多，冬有暖气，夏
有空调，专门为老人设置棋牌室，为
年轻人准备了乒乓球台、台球桌，为
带孩子的年轻妈妈建立“妈妈小
屋”。不少居民喜欢晚上到实践站
转转，志愿者晚上就来值班，一直到
晚上十点，真正将各项为民服务工

作落到实处。
此外，该实践站还建有图书室，

藏书达1.3万册，与无棣县图书馆联
网，极大地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
如今，该实践站拥有四支舞蹈队、一
支锣鼓队、一个京剧社，很多居民还
被请到周边村教练广场舞，群众文
化生活丰富多彩。

为了更好地服务群众，该社区
文明实践站成立了桃源社工、阳光
社工、慈善义工三个社工组织。广
大志愿者轮班定期为休息室里的老
人们按摩，为写作业的孩子们辅导
功课，组织家庭妇女学做面点等，极
大地提升了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棣丰街道馨泰社区表彰10名文明实践志愿者

山村群众乐翻天
欢天喜地过大年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城讯（通
讯员 冯志强 报道）2月1日，农历
虎年大年初一，滨城区滨北街道皂
户赵村举办新春联欢会，全村男女
老少在健身广场欢聚一堂，载歌载
舞欢喜过大年。

当天早晨，该村“两委”干部和
志愿者就早早分头忙碌起来：搬桌
椅、贴墙贴、挂灯笼、调试音响设
备，大家为了该村首届春节联欢
会，忙得不亦乐乎。上午九点半，
联欢会正式开始。该村党支部书
记郑方超向全村群众拜年，他对全
体村民在过去的一年里对村“两
委”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特
别是该村雨污分流施工期间正值
秋季，许多村民连夜清理房前屋后
堆放的农作物和秸秆，保障了雨污
分流工程的正常施工。他希望在
新的一年里，全力带领广大村民，

共创幸福美好生活。
此次联欢会在舞蹈《欢乐中国

年》中拉开帷幕。手语舞《感恩的
心》，歌曲《恭喜发财》《最远的你是

我最近的爱》《女儿情》，武术表演，
舞蹈《拜新年》，游戏《托球》等精节
目依次上演。尤其是搞笑表演《泪
蛋蛋掉在酒杯杯里》引得村民争相
加入，全村群众在愉悦、轻松、欢快
的喜庆氛围中共享美好时光。

整场活动欢声笑语不断，还引
来很多外村人围观。“这个年过得
好，我在村里生活了几十年了，村
里第一次筹办春节联欢会。虽然
今年禁放鞭炮，但依然年味很浓，
我一辈子都记得。”今年72岁的村
民张吉云高兴地说。“以往村里过
年，青年人打牌打麻将，小孩子放
鞭炮，老年人没有什么娱乐活动。
今年我们参加这次活动，广大村
民，尤其是老人和孩子，都留下了
很深的印象，也让常年在外工作的
青年人感受到浓浓的家乡情。”村
民张学红说。

滨北皂户赵村举办新春联欢会欢喜过大年滨北皂户赵村举办新春联欢会欢喜过大年

1月31日，农历除夕当天，无棣县
博爱乐苑养老院里喜庆、热闹，博爱
社工和老人们一起载歌载舞迎新春。

活动现场，老人们收到了春节红
包和蛋糕，高兴得合不拢嘴，纷纷拿
出“压箱底儿”的才艺表演，与大家一
起过年。（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高
士东 步乃锐 摄影）

养老院里过大年养老院里过大年
载歌载舞迎新春载歌载舞迎新春

免费拍摄全家福
“定格”团圆幸福年

为持续营造欢乐祥和的新春氛
围，2月1日，博兴县陈户镇官张村开
展为村民拍摄新春团圆全家福活动，
聘请专业摄影师免费为村民拍照，留
住温暖幸福瞬间。

此次活动从正月初一开始，为期

三天，累计拍摄全家福照片50余份，
该村还将免费为村民冲洗24寸全家
福照片，广大村民纷纷为村“两委”的
贴心安排点赞。（滨州日报/滨州网通
讯员 张倩 摄影）

2月1日，农历大年初一，邹平市黄山街道的鲁西、樊家
等山村群众聚在一起唱歌跳舞扭秧歌，欢天喜地过大年，共
享美好新生活。图为大年初一，鲁西村农民在村里扭秧歌、
庆新年。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董乃德 摄影）

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讯
员 李蓓蓓 报道）春节期间，为持续
做好全镇范围内烟花爆竹禁售禁燃
禁放工作，全面消除安全隐患，持续
改善空气质量，连日来，邹平市明集
镇统筹谋划，全方位多举措强力落
实烟花爆竹“三禁”工作。

狠抓责任落实。明集镇为统筹
做好辖区范围内全域全时段烟花爆
竹禁售、禁燃、禁放工作，全面落实
镇、管理区、村三级网格管理，进一

步将责任细化到小区、村、个人，全
力推进烟花爆竹禁售禁燃禁放工
作。

狠抓宣传引导。该镇通过微信
群、公众号、村级大喇叭等多种形式
在各村大力宣传烟花爆竹禁售禁燃
禁放对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及生
态环境的重要意义。同时，该镇组织
机关干部到各商铺签订禁售禁燃禁
放烟花爆竹承诺书，让每家每户了
解禁售禁燃禁放政策，切实提高群

众对此项工作的知晓度和参与度。
狠抓源头管控。该镇进一步强

化巡查力度，派出所、应急办、镇村
管理所联合对辖区内沿街商铺、集
市等进行拉网式排查，发现非法出
售烟花爆竹摊点，一律清理没收，对
烟花爆竹销售、运输环节实现全链
条、全区域监管，杜绝烟花爆竹在市
场、摊点销售，及时消除辖区非法储
存、销售烟花爆竹窝点。

狠抓督导落实。为确保烟花爆

竹禁售禁燃禁放工作落到实处，该
镇机关干部在重要时间节点实行

“白+黑”到村督导机制，该镇应急
办联合派出所加大督导检查力度，
对各超市、商铺进行突击抽查，严厉
打击非法售卖烟花爆竹行为，发现
问题督促整改、依法处置。对在规定
时间内责任落实不到位、工作推诿
的，进行公开曝光、严肃问责，做到真
督实查敢碰硬，确保全镇烟花爆竹
禁售禁燃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明集“四个狠抓”强力落实烟花爆竹“三禁”工作

逐梦冰雪运动助力北京冬奥

为进一步营造冬奥浓厚氛围，
让更多未成年人了解冬奥文化、感
受冬奥精神，近日，沾化区冯家镇
组织小学生开展“逐梦冰雪 助力
冬奥”主题手抄报文明实践活动。

孩子们通过描绘一幅幅五彩
图画，寄托着祝福冬奥会、为运动

员加油的美好心情。此次活动，进
一步弘扬了奥林匹克精神，激发孩
子们的爱国热情。

图为该镇小学生完成的冬奥
主题手抄报。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贾海宁
潘美林 摄影）

为做好春节期间市场供应销
售，1月27日，邹平市韩店镇永强牧
业有限公司的车间内，工人们正在忙
着分拣鸡蛋。

据了解，该公司是韩店镇最
大的蛋鸡养殖企业，目前养殖蛋

鸡 25 万只，日均产蛋 8.3 吨。每
天，最新鲜的鸡蛋经过分拣、装
箱后，销往全国各地，全力保障
春节期间鸡蛋供应。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霍广 摄
影）

“小鸡蛋”稳供“春节市场”

滨州日报/滨州网博兴讯（通
讯员 张丽娜 报道）近日，博兴县的
韩女士来到行政审批服务大厅办
理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却由于太
过匆忙忘记携带工商营业执照。

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立即启
动容缺受理机制，积极协调市场准
入服务股获取了该公司的营业执
照信息，同时协助其申请了电子营
业执照方便今后使用，还主动提供
了午间延时服务及时受理了该项
业务，以最快捷方便的方式为韩女
士办理完成。“本以为已经快到中
午下班时间，资料也没准备齐全，
业务肯定办不成了，结果没想到这
么快就办好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实
在是太贴心周到了！”韩女士高兴

地说。
据工作人员介绍，道路运输许

可业务在受理后，交通城建服务股
工作人员及时组织现场勘验，核发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后并通过邮
寄方式第一时间送到办事群众手
中，真正实现“一次办好”，大大提
高了办事效率。

近年来，博兴县行政审批服务
局不断优化服务模式，持续推进帮
办代办、容缺受理、延时服务等服
务机制，通过建立“联合现场勘查、
联合验收、联合审批、重点项目帮
代办”的“三联一代”审批模式，让
群众办事登一次门、交一次材料即
可完成审批，让群众办事更便捷更
暖心。

博兴“三联一代”审批服务
让群众办事更便捷更暖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