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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9日，在无棣县文化
馆承办的“迎冬奥庆新春·非
遗体验促传承”活动中，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鲁绣
（绒绣）第六代传承人咸胜男
应邀，以北京冬奥会吉祥物

“冰墩墩”为模型向绒绣爱好
者传授技艺。

活动中，大家在特制的
网眼麻布上，用羊毛绒线一
针一线绣出层次清晰、形象
生动的“冰墩墩”，为冬奥加
油，为祖国祝福。（滨州日报/
滨州网通讯员 张海鹰 摄影）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城讯（通
讯员 李金羽 报道）今年以来，滨城
区杜店街道狠抓疫苗接种工作，不
断推出暖心举措，持续推进疫苗接
种工作，用心为辖区群众健康保驾
护航，努力把疫苗接种服务做到有

“速度”更有“温度”。
该街道党工委多次对疫苗接

种工作进行部署安排，压紧压实属
地责任，形成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三级联动”工作体系。在严
格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各项措施
的同时，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广泛宣传，同时建立每
日情况通报机制，做好每日疫苗
接种数据的统计汇总，对当日工
作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形成每

日工作简报，根据最新情况及时
调整工作措施，确保如期完成接
种任务。

为充分满足群众就近接种需
求，杜店街道新增5个固定疫苗接
种点，最大限度为群众提供方便的
接种服务。同时，街道办、社区还
在辖区内开设“爱心专车”，让有意
愿的居民在家门口直接坐车前往
接种点，大大方便了年纪较大、行
动受限和离接种点路程较远的群
众。

下一步，杜店街道将进一步扛
牢扛实责任，凝心聚力，奋力攻坚，
以对人民生命健康高度负责的态
度，精心组织、有序推进疫苗接种
工作，加快构筑全民免疫屏障。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
刚 通讯员 胡德民 报道） 2 月 6
日，记者先后走进滨城区三河湖镇
大营冯、金星庙、龙王庙、大营
兰、李潮岗5个村，发现这几个村
的干部群众积极响应镇政府号召，
坚持“谁使用谁交回、谁销售谁收
集、谁生产谁处置”原则，积极开
展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工作。

为实现农药包装废弃物有效回
收和无害化处理，该镇建立起了

“市场主体回收、专业机构处置、
公共财政扶持”的农药包装废弃物
回收和集中处置体系，该镇耕地面
积10万亩，其中粮食种植面积8万
亩，蔬菜、果树种植面积2万亩，每
年农药使用总量约5吨，产生农药

包装废弃物约10万件，主要以塑料
包装袋、塑料包装瓶为主。

2021 年，该镇按照市场运
作、政府引导、属地管理的原则，
制定出台了《三河湖镇农药包装废
弃物回收处理实施方案》，建立了
以“谁使用谁交回、谁销售谁收
集、专业机构处置、市场主体承
担、公共财政补充”为主要模式的
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体系，积
极回收全镇范围内农药使用后的包
装废弃物，使全镇农药包装废弃物
回收率达 70%以上，处理率达
100%。

据该镇农业部门相关负责人介
绍，在具体做法上，每个行政村设
置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网点和回收

箱，由镇政府统一采购。全镇所有
行政村、农药经营门店、规模生产
基地均设置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专
用箱，喷印“有害垃圾”标识及

“三河湖镇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专
用”字样。召开专题会议对农药包
装废弃物回收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充分利用主题党日，村党员干部带
头开展农药包装废弃物清理志愿服
务活动，积极动员农业合作社、种
植大户、农村保洁员、网格员深入
田间地头收集农药包装废弃物，并
交至村“两委”指定地点或就近回
收点，再由各村或农药经营店定期
送到镇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站，镇
回收站工作人员将进行分类清点、
建立台账，由全区统一实施无害化

处置。
通过实施全镇农药包装废弃物

回收处理工作，该镇年可回收处理
农药废弃物约1.5吨，实现农药包
装废弃物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
化，有效降低农药残留药物和包装
物对土壤和水体造成的二次污染，
促进全镇绿色生态农业的发展和美
丽乡村建设。

下一步，三河湖镇将继续加大
对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的工作力
度，采取“干部带农户、大户带散
户”的形式，清除区域内遗留在田
间地头的农药包装废弃物，并探索
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回收新模式，
用实际行动推动全镇美丽宜居乡村
建设。

市场主体回收 专业机构处置 公共财政扶持

三河湖建立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新体系

杜店新增5个固定疫苗接种点

滨州日报/滨州网高新区讯（通
讯员 王晓方 尉永康 报道）2022年
春节前后，高新区青田街道返乡大
学生，主动放弃寒假休息时间，穿上
红马甲，化身志愿者，积极投身疫情
防控工作一线，以青春力量筑牢防
疫战线。

响应号召，积极报名。在疫情防
控的重要时期，该街道团委发出招
募疫情防控大学生志愿者的号召，
鼓励广大青年团员承担起更多社会
责任，用行动践行“请党放心、强国
有我”的铮铮誓言，用责任和担当谱
写青春华章。据了解，招募令发出
后，该街道辖区内春节返乡大学生
积极响应、踊跃报名，截至目前，已
报名志愿者50人。经过街道层层筛
选，第一批志愿者已顺利通过培训
并迅速到岗，在做好自身疫情防控
的同时，投身到家乡的防疫事业中。

全面摸排，及时跟进。该街道大
学生志愿者通过微信、电话随访等

方式每天对省外重点地区返滨人员
展开摸排工作，建立摸排台账并及
时上报、销号，做到信息底数清、人
员情况明。随访时，大学生志愿者号

召广大群众出门规范戴口罩、减少
人员聚集、加强自我防护。对辖区内
符合条件、未完成疫苗接种的人员
进行全面梳理，及时电话提醒完成

疫苗接种，全力保障新冠疫苗接种
工作安全、稳妥、有序开展。

设卡值守，严密防控。该街道组
织机关干部和大学生志愿者在各小
区设置疫情防控卡点，仔细询问进
出群众家中有无去过疫情中高风险
区的人员、有无和涉疫地区的人员
进行接触，引导群众出示行程码并
测量体温，了解群众近期活动情况，
全面做好人员进出登记台账。大学
生志愿者还积极向群众宣传普及预
防新冠肺炎知识，叮嘱他们在日常
生活中做好自我防护，减少出行和
聚集，进一步增强群众的自我保护
和防控意识。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面对复杂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青
田街道大学生志愿者们从严从实从
细协助开展好疫情防控工作，用实
际行动筑牢疫情防控严密防线，切
实保障辖区内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
全。

青田街道返乡大学生为疫情防控贡献青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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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
刚 通讯员 代春红 报道）为切实做
好2022年春节前后重要节点重要
领域市场监管工作，维护平稳有序
的节日市场秩序，营造安全放心的
节日消费环境，连日来，滨城区市
场监管局北镇市场监管所针对节日
期间群众消费热点，从严从细重点
做好春节前后市场监管工作。

开展食品、药品、保健品安全
专项检查。该所突出节日期间食品
市场消费特点，以生鲜肉、水产
品、食用油、米面、调味品、饮
料、酒类、保健品、药品等消费量
大的重点品类，加大执法人员市场
巡查力度，特别对六街农贸批发市

场、承接年夜饭的餐馆、批发店、
超市、药店等重点行业开展安全检
查，重点检查经营单位各类证、照
是否齐全、落实索票索证执行情
况、是否存在“三无”产品、是否
存在严重质量问题以及假冒伪劣产
品等问题。

持续强化春节热销商品价格监
督检查。该所严厉打击趁节日之际
乱涨价、乱收费和各种不正当价格
行为，引导经营者加强价格自律，
为群众营造良好的节日市场价格环
境。同时，提醒经营者不得借节日
之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串通涨
价，切实维护节日期间市场物价稳
定。

强化特种设备和烟花爆竹监督
检查。该所执法人员对辖区内可能
存在安全隐患的烟花爆竹、电梯和
液化气经营户进行重点检查，严格
检查其主体资格是否合法、所持证
照是否有效、操作是否规范，坚决
取缔无证照经营、超范围经营等违
法行为。重点检查特种设备使用单
位是否落实安全管理人制度，设备
是否办理使用登记证，操作人员是
否有特种设备作业证，设备是否在
有效的定期检验期限内，是否制定
事故应急预案并定期组织演练。执
法人员要求各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切
实加强特种设备安全隐患排查，切
实履行好安全主体责任，保障春节

期间特种设备安全稳定运行。
截至目前，北镇市场监管所共

出动执法人员102人次，检查各类
市场主体560家次，其中冷链食品
经营单位 118 家次、药店 15 家
次，停业整顿并给于公开曝光 2
家。同时，联合疾控中心开展冷链
食品、相关场所及从业人员核酸检
测采样，共采集样本191个，结果
全部为阴性。

下一步，该所将继续加大春节
前后重要节点的检查频次，做好节
日期间值班值守与应急处置工作，
及时受理、快速处置，全力维护好
市场秩序，保障好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

北镇市场监管所：

从严从细重点做好春节前后市场监管工作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田
中岳 通讯员 夏玉忠 张国敏 报道）
2月7日，滨城区彭李街道综合行
政执法中队开展综合执法行动，重
点对各类店外经营、占道经营、乱
摆乱放、乱停乱放等突出问题进行
专项整治。

该中队执法人员先后来到中
海景区、张课建材市场、万达广场，
对占道经营的游商游贩进行说服
教育和劝离，对不服从劝导的商贩
依法施以强制手段。随后，执法人
员又到黄河六路、黄河十路，依法
检查沿街商铺疫情防控措施的落
实情况以及人员信息登记情况、抽

油烟机清洗记录等，并提醒商家严
格落实疫情防控、生态环保各项措
施。对存在出店经营、占道经营行
为的店铺逐一进行耐心劝导，并对
商家细致讲解《城市市容和环境卫
生管理条例》，让店主了解店外经
营对市容市貌和居民出行带来的
不利影响，并要求商户自行整改。

此次专项行动，共出动执法车
7辆、执法人员50人，依法取缔流
动摊点 20余个、店外经营 10余
处、车辆乱停乱放20余处，有效地
治理了店外经营、占道经营等乱
象，进一步优化提升了市容环境秩
序。

彭李街道：

开展节后综合执法行动
优化提升市容环境秩序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
雪鹏 通讯员 张梦娜 时真真 报道）
春节假期过后，年味转淡，部分市
场、超市“年货”积压，为避免过期
食品流入市场，保障群众吃得舒心
放心，近日，沾化区泊头镇人大联
合市场监管所开展节后食品安全

“回头看”专项检查行动。
此次行动，共检查了该镇26

家超市以及食品经营部。执法人
员重点对各店销售的食品的进货
渠道、进货时间进行严格检查，突
出严查无保质期、超保质期及无生
产日期、无厂名厂址等不符合食品
安全标准的食品、货品，严格落实
产品进货查验制度，保障群众“舌
尖上的安全”。

泊头开展食品安全检查
保障群众吃得放心安心

巧手绣“冰墩墩”助力北京冬奥

韩店镇：

举办职工趣味运动会
为节后工作鼓足干劲

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
讯员 霍广 报道）2月8日至9日，
邹平市韩店镇举办了以“凝心聚力
再出发 虎虎生威开新局”为主题
的职工趣味运动会。

本次运动会设有拔河、集体跳
绳、踢毽子、两人三足跑、乒乓球运
球接力跑、投篮比赛、滚铁环等项
目。比赛现场气氛热烈，参赛者跃
跃欲试、摩拳擦掌，力争为团队勇
创佳绩。

拔河比赛中，展现出了职工团

队力拔山兮的气概和魄力。集体
跳绳、两人三足跑，则考验了团体
协作能力。乒乓球运球接力跑，讲
究身体协调才能又快又稳……每
个项目都包含了干好工作的重要
素质。场上，参赛者密切配合，彼
此间鼓励加油、分秒必争。场下，
欢呼声、呐喊声、欢笑声此起彼伏。

此次运动会，进一步营造了团
结协作、拼搏奋进的良好氛围，也
为广大干部职工更好地开展节后
各项工作鼓足了干劲。

大学生志愿者为群众测温登记大学生志愿者为群众测温登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