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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假期期间，沾化区
供电公司冯家供电所工作
人员节假不休，对煤改电用
户及葡萄种植大棚开展上
门巡检工作，重点对低压配
网线路、取暖设施、配电箱、
照明设施等进行负荷及电
流检测，细致排查隐患风险
点，保障辖区内广大用户节
日 期 间 生 产 生 活 用 电 安
全。

图为电力工作人员检
查大棚内的照明设施。（滨
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王
猛 摄影）

滨州日报/滨州网无棣讯（通讯
员 张海鹰 报道）2月7日，春节假期
后上班第一天，无棣县2022年度实
施的重点民生实事工程承担部门单
位及广大施工建设者迅速从节日氛
围中走出来，加大投资力度，采取有
效措施，完善推进机制，集中民智、
凝聚民心，全力保障重点民生实事

“十大工程”全面启动。
投资5.2亿元的教育基础设施

提升工程，将新改扩建中小学3所、
幼儿园2所，县学前教育中心、实验
幼儿园第二分园等5所城区幼儿园
投用，加快推进滨州交通职业学院
无棣校区和职业中专五年制高校建
设。投资4.5亿元的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工程，将完成300个村生活污
水治理，建立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长
效机制。投资1.35亿元的高标准农
田建设工程，将实施高标准农田建
设9万亩，基本实现高标准农田全
覆盖，农业生产条件明显改善、粮食
生产能力明显提高、抗御自然灾害
能力明显增强。投资9520万元的
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将实施老旧小
区改造55个，涉及居民2885户，完
成供电、供暖专营设施设备改造以
及雨污分流、楼顶防水等工作，全面
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和生活品质。投
资7500万元的“四好农村路”建设
工程，将实施路网延伸通达工程20
公里，路网改造提升工程60公里，

危桥改造6座，农村公路安防工程
50公里。投资4325万元的清洁取
暖改造工程，将完成清洁取暖改造
11671户，实现清洁取暖改造全覆
盖。投资3300万元的城区防汛排
涝能力提升工程，将实施棣新三路
泵站至小米河雨水畅通、海丰十四
路北侧至尾闾畅通雨水强排、清波
河城区段清淤等工程，有效提升城
区防汛排涝能力。同时，无棣县还
将实施医疗卫生能力提升工程，加
快打造卫生健康“无棣模式”。实施
全民健身工程，完善城区“10分钟”
健身圈。实施“客货邮”融合发展暨
快递进村工程，新改建村级服务站
423处，实现快递进村全覆盖，打通

农村快递物流服务的“最后一公
里”。

据了解，2022年，无棣县将进
一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
念，用脚步丈量民情，用真心倾听民
意，坐到群众炕头、想到群众心头、
干到群众点头，持续加大民生工作
投资力度，加快推进各项民生工程，
继续擦亮“无棣民生”特色品牌，坚
决守好无棣民生“一排底线”，把群
众的“柴米油盐”记在心上、“急难愁
盼”扛在肩上，持续深入开展“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让民生更有

“厚度”、幸福更有“温度”，加快推动
强优富美新无棣大发展，全力打造
鲁北港产城融合新高地。

无棣2022年度重点民生实事“十大工程”启动

滨州日报/滨州网沾化讯（通讯
员 贾海宁 李秀玲 孟令旭 报道）“今
年过年俺领到了2000多元的股金
分红，村里还给发了刀鱼、大米、食
用油、苹果等年货，让俺这七八十岁
的老人靠分红和福利过了一个富足
年。”近日，在沾化区黄升镇堤圈村
股东分红现场，村民张世煌领到了
自己的股金分红，高兴得合不拢嘴。

这是黄升镇堤圈村自2018年
起连续第四年向村民发放股金分
红，也是该村党支部书记张立军自
掏腰包为村民发年货的第11个年
头。在外创业的山东裕阳集团董事
长张立军不忘桑梓情，2018年3月
回村担任该村党支部书记，带领村
民入股成立滨州复圣文化旅游公
司，全体村民自愿入股共计250多
万元，实现了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
金、农民变股东的转变，发展要素被

充分激活，村民户均增收数千元。
村民张月英是村里的老股东，说起
入股分红，她满口称赞：“入股就能
分钱，不用自己操心。而且我在村
办企业工作，每月还可以领取2800
元的工资，“入股+工资”让我的收
入比外出务工赚的多，还能有时间
照顾到家庭，实在太好了。”

黄升镇堤圈村地处徒骇河河
畔，风景优美，人文底蕴深厚，是
远近闻名的“才子村”。“天时、地
利、人和”如同开启堤圈村乡村振
兴的金钥匙。2018年，该村注册
成立复圣文化旅游公司，先后投入
4000多万元打造民俗体验、农家
乐、颜子大院、军事拓展训练等乡
村旅游特色项目，特别是民宿项目
区完全按照星级标准打造建设，单
间房屋成本20—30万元，全部采
用网上订票的形式预订，为外来游

客深入了解本地风土人情、人文环
境提供食宿便利。近几年，滨州复
圣文化旅游公司拓展基地接待各级
企业单位拓展训练人员2万余人
次。同时，该村组织村内妇女劳动
力开发老粗布、老布鞋、丝瓜络拖
鞋等传统手工艺产品，通过村内

“烟火人间”旅游商店和电商平台
出售，每年可实现村集体增收300
余万元。

每年一进入农历腊月，村办企
业颜裕食品公司生产的石磨面粉供
不应求。石磨面粉采用古老石磨和
传统工艺生产，不添加任何添加剂，
保留了小麦粒营养，蒸出来的馒头
有纯正的麦香味，每斤价格在5元
左右，深受消费者欢迎。“我们的颜
裕石磨面粉光订单就忙不过来，年
销售额在100万元左右，不仅给村
民提供了就业岗位，还有效地增加

了公司和村集体收入。”颜裕食品有
限公司负责人张新坡说。

近几年，鲁北平原这个普通小
村庄正发生着巨变：首批21户村
民住进了村里统一规划建成的2层
别墅，村里的留守妇女、适龄老人
在村办企业上班每月领取2000多
元的工资，建成投用的颜家大院、
精品民宿和拓展训练基地成为吸引
周边市民休闲娱乐的新去处。

“五年内，要让所有村民过上
更加富裕的生活，争取村民能住上
小别墅，家家用上标准洗手间，能
供上大暖，还要建起更多村办企
业，实现人力变人才、进厂不进
城、出土不出乡，让广大村民在家
门口就能挣工资，不断提升全体村
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说起下一
步村庄发展规划，张立军自信满
满。

黄升镇堤圈村：

发展特色乡村产业实现农民和村集体“双增收”

人勤春来早枣农剪枝忙

近日，山东绿风农业集团的种
子检验员正在实验室测定棉种发
芽率。

根据《种子法》规定，棉种发芽
率要达到80%以上方可达标。目前，
该公司已拥有农业农村部核发的
转基因棉花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

棉花种子进出口生产经营许可证、
草种进出口生产经营许可证。同
时，该公司注重科技创新，严把种
子质量关，以良种良方助力农户致
富，为新的一年棉花丰收奠定基
础。（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蒋惠
庆 摄影）

严把种子质量关科技助农促增收

春节刚过，沾化区下河乡枣
农们就钻进冬枣大棚，修剪枣树，
各村各户枣园里呈现一片农忙景
象。

据了解，根据冬枣树生长习
性，枣农每年早春修剪一次，把枣
树的内膛枝、病虫害枝，过密枝、徒

长枝剪掉，促使主枝分布合理，层
次更加分明，扩大通风透光性，可
以有效控制冬枣树体高度，提高挂
果产量质量。预计正月十五前，该乡
9000余亩大棚冬枣可以修剪完成。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郭刚
通讯员 许永刚 摄影）

滨州日报/滨州网阳信讯（通
讯员 田超 报道）近日，阳信县行政
审批服务局与重庆市渝中区政务
服务管理办公室签订《政务服务

“跨省通办”合作协议》。
此次签订合作协议，标志着两

地在创新政务服务合作方式、加强
政务服务改革协同、促进公共服务
事项异地办理、探索政务信息共享
等方面迈出新的步伐，有效解决了
企业、群众异地办事多地跑、来回
跑等实际问题。截至目前，该局已
经与全国29个省742个县区签订

合作协议，“跨域通办”事项达5.2
万件。

2022年，阳信县行政审批服
务局将持续拓深通办领域、扩宽通
办范围、增加通办事项、丰富通办
手段、提升通办质量，助力“双全双
百”工程提质增效，推进更多事项
在“结对共建”地域内无差别受理，
切实提高跨区域政务服务水平，实
现企业和群众跨省办理异地业务

“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地
办”，持续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
企业发展，让群众办事更便捷。

阳信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与“渝”合作“跨省通办”
架起为民服务“连心桥”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
刚 通讯员 刘云堂 报道）2月7日，
在惠民县何坊街道疫苗接种点，群
众自觉规范佩戴口罩，在医护人员
指引下，有条不紊地完成新冠疫苗

“第三针”接种，整个接种现场秩序
井然。

据介绍，整个春节假期期间，
该街道抓住广大群众在家过节、人
员较为集中的有利时机，进一步压
实责任，创新举措，组织街道、社区
和各村“两委”成员在各接种点值
班值守，为群众提供周到的新冠疫
苗接种服务。

同时，为更好地保障群众正常
生活，提高疫苗接种率，何坊街道
全方位、多渠道组织发动各类人群
接种“第三针”疫苗，通过微信群转
发、悬挂宣传条幅、大喇叭广播等
群众看得见、听得见的方式，广泛
宣传疫苗接种政策、接种知识、注
意事项，提醒广大群众及时按时接
种“第三针”疫苗。

同时，该街道工作人员通过信
息库大数据，动态掌握接种进展，
精准对接联系到每位需要接种的
人员，分时分段通知群众接种，确
保群众“应接尽接”。

何坊街道春节期间持续推进
“第三针”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滨州日报/滨州网北海讯（通
讯员 报道）连日来，北海经济开发
区行政审批服务分局积极开展“无
证明之省”建设宣传工作。

该局通过在北海经济开发区
政府网站、北海行政审批服务分局
公众号发布了宣传海报及二维码，
广泛征集群众在“无证明之省”建
设中的实际需求和建设期望，听取
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同时，该局工作人员通过在北

海政府服务大厅发放宣传海报和
活动二维码，引导办事企业和群众
填写调查问卷等形式，向办事企业
和群众宣传“无证明之省”的相关
知识，提高企业和群众对“无证明
之省”建设的知晓度和参与度。

下一步，该局将继续通过线上
线下多种形式，广泛开展“无证明
之省”建设宣传工作，让社会各界
充分了解“无证明之省”建设情况，
积极参与创建工作。

北海行政审批服务分局开展
“无证明之省”建设宣传活动

节假不休上门巡检 保障群众安全用电

“多亏了张书记的多方协调，带
动我村发展特色种植、休闲娱乐等
项目，现在大棚里的蔬菜长势良好，
让我村又多了一项重要的经济产业
收入。”近日，邹平市台子镇院新村村
党支部书记、主任王元温高兴地说。

王元温口中的张书记就是邹平
市农业农村局派驻院新村的第一书
记张洪军。自2021年驻村以来，张
洪军与院新村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一
道，立足院新村实际，积极出谋划
策，争取上级支持，大力推动产业发
展和村庄治理，一幅产业兴、百姓富
的美好画卷正在院新村徐徐铺开。

院新村位于台子镇东北部，总
人口465人，以传统粮食种植为主，
有党员17人，群众代表33人，集体

土地853亩，村集体收入来源单一，
主要以土地流转、空闲地发包为主。

“刚到院新村时，通过走访调研，我
发现村里土地资源丰富，利用率却
不高，种植结构单一，一定程度上限
制了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张洪
军说。

乡村振兴需要产业发展作为支
撑，为着力提高土地综合利用率，改
变院新村的发展现状，张洪军与村

“两委”干部一同奋力攻坚克难，在
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确立了推进传
统产业提质增效，大力发展设施农
业、生态农业的思路，争取上级资金
扶持，投资110余万元，建设温室蔬
菜大棚2个，占地10余亩。目前，大
棚主体建设已基本完成，棚内蔬菜

长势良好。不仅如此，张洪军还着力
推动村庄水域治理工作，占地60余
亩投资70余万元的水上垂钓中心
项目已见雏形，土方工程基本结束，
2022年将统一规划护坡、绿化、美
化提升等，届时将打造集水产养殖
种植、娱乐休闲等为一体的乡村旅
游综合体，通过举办捕捞、垂钓等活
动，带动周边农家乐、民宿等第三产
业发展，促进富民强村。

对于第一书记来说，凝聚党群
合力、解决产业发展难题只是第一
步，改变村庄环境面貌、提高村民文
明素质才能为乡村振兴注入持续活
力和动力。结合台子镇乡村“四小
园”建设，利用房前屋后的空闲地资
源，张洪军联系相关专业技术单位，

对院新村进行整体规划设计，致力
于打造“花园式村庄”，目前已投资
1万余元，完成3000余平方米的墙
面粉刷工程。2022年，将结合滨州
市美丽乡村示范村打造工程，继续
征求群众意见，结合群众喜好，持续
推进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和乡风文明
建设，让院新村焕发出乡村振兴新
活力。

“我来到院新村，就想实实在在
为百姓干些事情。下一步我们还将
致力于打造油菜花和玫瑰花种植基
地，对村庄原有的面条厂资源进行
盘活利用，以支部领办合作社模式
进行运作，进一步壮大村集体经
济。”谈到新一年村庄发展，张洪军
信心十足。

张洪军：

立足实际发展集体经济 带领群众共建美丽乡村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王立文

第一书第一书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