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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日，农历大年初二，滨州
宇航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赵金成一
大早就赶到滨城区梁才街道敬老
院，为这里的老人们送来了毛巾、水
饺、糕点等生活物资，和他们一起过
春节，并向他们表达新春的祝福。
这已经是赵金成连续27年到梁才
敬老院和老人们一起欢度春节了。

几十年来，赵金成在创业路上
经历了风风雨雨，从一个小商贩成
为知名企业家、市区两级人大代表、
劳动模范，但他始终不忘村里老人，
积极践行着一位企业家的社会责
任。1998年，赵金成成立了宏鑫化
工有限公司，2006年，公司变更为
滨州宇航商贸有限公司，成为集化
工产品运输、储存、购销于一体的商
贸公司。随着业务的不断扩展，
2010年，赵金成又成立了滨州腾达
工程有限公司。事业越做越大，他
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努力回馈

社会。赵金成坚持做慈善，逢年过
节他都会带着米、面、棉被等生活用
品来看望敬老院的老人，为他们送
温暖、送祝福。27年来，梁才街道

敬老院已经换过多任院长，敬老院
里的老人们也是换了一拨又一拨，
但是敬老院里的每一位老人都把赵
金成当成了自己的亲人、家人，每个

人见到他都是非常亲切。
对于今年已近七十岁的赵金成

来说，敬老助老、扶弱助残就是他的
坚持和信念。二十多年来，他慷慨
解囊，累计捐款捐物折合人民币一
百多万元。赵金成说，尊老爱幼是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过年了，陪老
人们过春节是他多年以来的责任和
义务，每次给老人们带来一些吃的、
用的，看着老人们那么高兴，自己心
里也很欣慰。他表示只要身体允
许，他会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真正
以实际行动关爱老人，将中华民族
传统美德发扬光大。

“赵总每年都来和我们过年，还
给我们送来生活物资，年年陪我们
吃饺子，对我们老人的关心无微不
至，我们心里总有表达不完的感
谢。”梁才街道敬老院老人王银清
说。

滨州日报/滨州网无棣讯（通
讯员 孙树旺 报道）为全面贯彻落
实省、市、县各级安全生产工作要
求，预防办公用房安全事故的发
生，连日来，无棣县机关政务保障
中心组织专业人员，通过实地查
看、现场摸排、讲政策、亮标准的方
式对所管理房产开展拉网式、全覆
盖安全隐患专项排查，坚决落实好

“安全自查、隐患自除、责任自负”
工作细则，推动全县安全生产工作
再上新台阶。

在检查中，该中心工作人员要
求各租户落实租赁房屋安全管理
责任，切实做好安全管理工作，特

别是针对用气、用电、用火等消防
防控重点提出明确要求。同时，工
作人员还实地查看了消防栓、灭火
器等消防设备日常维保记录，并邀
请专业技术人员对灭火器等消防
器材的规范使用进行培训，发放消
防安全宣传手册，进一步明确安全
生产职责，落实安全生产细节。

此次检查结束后，该中心及时
完善了办公用房安全管理台账，针
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和建
议并限期整改，进一步增强了房产
管理人员的责任意识、规范意识及
安全意识，有效提升了全县党政机
关办公用房安全和使用管理水平。

滨州日报/滨州网惠民讯（通讯
员 李学辉 报道）2022年以来，惠民县
行政审批服务局积极作为，多措并举，
全力助推投资建设项目集中顺利开工。

靠前一步，获取项目信息。该县
重点项目专题调度会议召开前，惠
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积极贯彻落实
县委务虚会议精神，积极联系、对接

县发改局，获取2022年元旦后集中
开工项目清单，系统掌握项目信息，
为审批服务及帮办代办工作的开展
奠定基础。

集中研判，分析项目特点。该县
重点项目专题调度会议结束后，惠
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主要负责同志
召集相关股室负责人对项目进行集

中分析，逐一研究需要办理施工手
续的项目能否在2022年元旦后开
工前办理完成相关手续、无需办理
施工手续的项目其他手续能否按时
办结，同时对该局涉及的手续办理
情况进行总结。

精准施策，分类帮办代办。该局
各科室按照分工，分别对接有关项

目。对于环评登记备案的项目，投资
项目科帮助企业登录山东省生态环
境厅网站进行申报登记，对于需办
理施工手续的项目，该局帮办代办
中心全程跟踪，积极指导企业做好
规划方案设计、评审等关键工作，督
促第三方做好施工图纸的设计等工
作，为各大项目顺利开工保驾护航。

惠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靠前一步精准施策助推建设项目顺利开工

无棣开展办公用房安全检查
排除安全隐患落实安全责任

赵金成坚守27年与敬老院老人的“新春之约”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郭刚 通讯员 高吉乐 孙玉洁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
刚 通讯员 张伟 报道）为进一步规
范节日期间食品市场经营秩序和
社会稳定，守护人民群众安全和健
康，近日，滨城区市场监管局联合
区农业农村局、区卫生健康局等多
部门，开展“食安护佳节”食品源头
专项检查行动，严防食品流通领域
风险隐患，强化食品安全监管，从
严杜绝问题食材流向百姓餐桌。

本次联合检查，重点对食用农
产品生产记录、质量承诺制度、承
诺达标合格证制度、农产品“双
证”、畜禽肉检疫检疫凭证落实入
场查验，同时对畜禽定点屠宰等情

况进行摸排。通过检查发现，辖区
内食品流通领域经营状况总体良
好，但也存在少部分企业进货台账
记录不规范、从业人员学习培训覆
盖面不到位等问题，对此，执法人
员立即责令其限期整改，并督促企
业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完善管理制
度，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规范经
营。

下一步，滨城区市场监管局将
进一步加大执法力度，加强食品安
全工作和疫情防控工作督导检查，
加强食品安全管理，严控食品质量
安全，确保食品消费市场平稳有
序。

滨城区多部门联合开展
食品安全质量专项检查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城讯 （通
讯员 冯志强 张云霞 报道）近日，
滨城区滨北街道凤湖社区举行了以

“小积分撬动大文明 共赴美好生活
之约”为主题的公益监督员表彰大
会，为凤湖花园小区的8名公益监
督员颁发荣誉证书，并为6个“最
美楼道”负责人颁授了锦旗。

此次受表彰的小区公益监督员
代表张爱涛结合自己的志愿服务情
况跟大家分享了参与公益活动的心
得和体会。凤湖花园西区网格党支

部书记刘连智向各物业公司负责人
介绍了各项公益活动的开展情况和
小区“最美楼道”评选情况。该小
区物业经理杜平与大家分享了小区
的管理经验，肯定了公益监督员参
与小区治理的模式，通过公益监督
员，有效缓和了业主与物业企业的
矛盾，为下一步做好更精准的为民
服务奠定了基础。

凤湖社区党委书记毛文军对公
益监督员及各物业公司的辛勤付出
表示感谢，并表示将继续探索在社

区内全域推广公益监督员参与小区
治理的制度，盘活更多社会资源参
与小区治理，为小区居民提供更优
质的服务，携手共赴美好生活之
约。

滨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徐淑妹
肯定了公益监督员参与小区治理机
制的运行效果，并表示下一步，该
街道将继续深化“党建+公益”治
理模式，以“文明积分银行”为抓
手推行新时代文明实践制度化建
设，健全志愿服务回馈体系，逐步

在条件成熟的小区、村居全面推行
文明指数测评体系，设立覆盖全员
的“文明积分银行”，将文明创建
直接根植到每个小区、每个楼道、
每家每户，逐步建立起规范的文明
家庭、文明楼栋、文明小区、文明
村居评价机制，自下而上地提升基
层治理效能，引导更多党员、干
部、群众乐于参加志愿服务，以党
建红引领志愿红，助力全域文明创
建和城市品质提升。

滨北街道凤湖社区表彰8名小区公益监督员
同时为6个“最美楼道”颁授锦旗，进一步激活社区文明创建新活力

赵金成为老人们发放毛巾等生活用品。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城讯（通
讯员 夏玉忠 报道）2月3日，滨城
区彭李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应
急办、环保所及各社区组成督导检
查组，转街面、查沿街、进企业（工
地)，开展城区环境检查督导工作。

彭李街道检查组主动扛牢主
责，严格排查烟花爆竹禁燃禁放、
荒草禁烧、燃气安全、扬尘治理等
各项工作，发现问题及时处置、整
改到位，切实守牢环保底线，为市

民群众营造安全优质城区生活环
境。

彭李执法中队进一步强化人
员值守，加大巡查力度，增加巡查
频次，对城区重点部位、重点区域、
重点场所不间断巡查检查，重点查
处游商游贩、店外经营等违规行
为，同时利用执法大数据平台，发
挥AI智能管理系统优势，实行适
时常态监管，及时处置到位，确保
辖区环境持续优化。

彭李街道持续加大
环保执法检查力度

2月2日，农历大年初二，邹平
市卧狼沟草莓园的市民络绎不绝，
大家利用春节假期体验采摘乐趣，
尽享美好时光。“春节放假，带着孩
子一起来草莓园，体验采摘的乐
趣，尽享一家人在一起的幸福‘莓’
好时光，非常好。”一位正在采摘的
女士高兴地说。

据草莓园负责人介绍，春节
前后，大棚草莓陆续上市，色泽
光鲜、口感好、甜度高，吸引了
周边很多市民前来采摘，大家享
受轻松惬意时光的同时也为种植
户增加了经济收入。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霍广
摄影）

草莓草莓““走俏走俏””春节市场春节市场
市民尽享市民尽享““莓莓””好时光好时光

2月6日，滨城区彭李街道社
区工作人员把疫苗接种服务点搬
到中海景区，为市民春节假期游
玩构建一道防疫屏障。

工作人员从下午一点开始，
连续工作10 多个小时，为百余名
市民完成疫苗接种，以用心用情
的服务体现为民办实事的决心，
同时进一步落细疫情防控工作举
措，加快构建全民免疫屏障。图
为当天晚上，医护人员正在为市
民接种疫苗。（滨州日报/滨州网通
讯员 周霞 赵向伟 田晓飞 摄影）

疫苗接种到景区疫苗接种到景区
为民服务更贴心为民服务更贴心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
刚 通讯员 赵新亮 报道）为做好烟
花爆竹禁售禁燃禁放工作，保障辖
区广大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持续
优化空气质量，连日来，滨城区杨
柳雪镇多措并举强力推进烟花爆
竹禁售禁燃禁放工作。

第一时间部署，传达落实精
神。杨柳雪镇第一时间组织召开全
域全时段禁售禁燃禁放烟花爆竹
工作会议，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
组，压实各部门工作责任，制定出
台全镇烟花爆竹禁售禁燃禁放集
中攻坚方案，坚决把思想集中统一
到区委、区政府部署行动上来，准
确掌握辖区烟花爆竹经营者底数，
向其传达上级有关工作要求和文
件精神，发放烟花爆竹禁售政策宣

传明白纸，筑牢全镇禁燃禁放烟花
爆竹的“安全线”。

加大宣传力度，营造浓厚氛
围。该镇印制、发放烟花爆竹禁售
禁燃禁放告知单18000份，设置温
馨提示横幅120条，广泛做好宣传
动员，通过各村广播、微信公众号、
走访宣传等多种形式，对镇域烟花
爆竹禁燃禁售禁放展开全面宣传
普及，形成全社会共同支持、广大
群众积极参与的浓厚氛围。

加强巡查督导，织密防控网
格。该镇应急办、环保所、市场监管
所等部门全面督导烟花爆竹零售
店，从典型事故入手引导烟花爆竹
经营者切实转变思想，提高环保意
识，严守安全关，全力推进全域全
时段烟花爆竹禁售禁燃禁放工作。

杨柳雪镇持续推进
烟花爆竹“三禁”工作

泰山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市邹平支公司不慎将流水号0210685的经营保险业
务许可证（机构编码：000148371626）丢失，声明作废。

机构名称：泰山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市邹平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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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证机关：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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