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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沾化区古城镇人大冬
枣品质提升特色代表小组开展调研
活动。

人大代表们先后来到城西张家
村、魏王村冬枣示范园现场观摩，听
取两个村党支部书记关于冬枣品种
改良和大棚建设相关经验介绍。

在示范园内，人大代表传达了
沾化区冬枣双增双提推进会议精
神，宣传了相关奖补政策，并围绕冬
枣设施大棚建设、扩大“沾冬2号”种
植面积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滨州
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耿亮 尹志伟 摄
影）

人大代表建言献策人大代表建言献策
助力冬枣双提双增助力冬枣双提双增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
刚 通讯员 徐慧 报道）为落实企业
复工复产各项政策，惠民县辛店镇
靠前服务、主动作为，突出“五个强
化”，指导辖区企业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的同时，全力加快复工复产。截
至目前，该镇17家规上企业全部复
工复产，规下企业已复工20余家。
该镇协调办理企业运输通行证240
余张、员工复工返岗通行证1500余
张。

强化领导包抓责任制。该镇建
立疫情防控科级领导包抓联系重点
企业机制，镇党委班子成员每人包
抓重点企业1家，负责指导企业疫

情防控工作，其他企业由相关科级
领导负责包抓。同时，该镇科级干
部深入企业开展调研，分别制订各
企业复工复产方案，统筹推进各项
工作。

强化复工复产工作引导。该镇
推行“一企一策”，在复工复产企业
派驻“辛青年”成员担任驻厂联络
员，协助企业申领场所码，架设起

“企业-乡镇-部门”沟通联络桥
梁。广大党员干部将复工复产企业
所需材料列成明细表，结对提供帮
办代办服务。党员先锋队成员对企
业复工复产前厂区进行全面消杀，
对返岗员工进行二次排查，核对员

工近期行程、健康状况、核酸检测等
情况，实行“一人一档”，确保企业用
工人员迅速到岗。

强化企业政策扶持。结合各级
文件精神，该镇持续加大政策落实
力度，对接工信、发改、人社、财政、
金融等相关部门主动为企业服务，
帮助企业落实各项扶持政策。截至
目前，该镇已有三家企业成功申请
贷款700万元，为复工复产注入资
金动力。

强化工业运行和项目建设。针
对生产性企业，该镇从疫情防控物
资储备、交通运输、安全生产等方面
给予最大限度支持；对于复工复产

企业，该镇从生产原料补库、设备设
施检修、防疫物资采购及人员招聘
等方面，全力予以支持，助力企业复
工复产。

强化协调服务。该镇组织医护
人员为企业提供集中上门核酸采样
服务，帮助企业提高采样效率，做好
全面彻底的防疫排查工作。针对企
业反映的物流运输困难、生产原料
紧张、库存积压严重、资金周转困难
等问题，该镇及时向相关部门反馈，
多渠道寻求解决途径，全力为企业
生产运行提供保障。

辛店镇突出“五个强化”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 （通
讯员 霍广 报道）为加强疫情溯源
和检测，更好地保障广大人民群众
的生命健康安全，4月6日起，邹
平市韩店镇通过狠抓“三个到
位”，在全镇各类重点场所推广应
用统一的山东疫情防控场所码，助
力精准防控、动态管理。

安排部署到位。根据邹平市
《关于全市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的意见》要求，韩店镇疫情防控指
挥部结合镇域实际，第一时间印发

《关于在全镇推广应用场所码的通
知》，根据属地管理和行业主管原
则，各村居社区、机关各站所、镇
直各单位、各企业按照职责分工抓
好落实，迅速全面推行应用场所
码，为防控工作赢得先机。

措施落实到位。该镇机关干部
全部下沉，进村居社区、进企业、
进商超宣传推广应用场所码，严格
要求场所管理者如实申请生成场所
码，打印并张贴在出入口等醒目位
置，便于人员出入扫码。对于一老
一小等特殊群体无法使用场所码

的，要建立人员登记纸质台账，安
排人员辅助登记，满足群众进出场
所需求。同时，该镇成立督导组把
场所码推广使用情况列入常规督导
检查，对落实不力的相关负责人进
行通报，确保场所码使用实现日常
化、常态化。

广泛宣传到位。韩店镇通过
“线上+线下”相结合宣传形式，
提高广大群众对场所码的知晓率、
使用率。线上通过“魅力韩店”微
信公众号、抖音号、视频号、镇村
两级微信群等渠道传播宣传，线下

则通过张贴场所码明白纸、悬挂横
幅标语、LED屏循环播放等方式，
对场所码在疫情防控中发挥的重要
作用和在日常工作生活中的应用优
势开展立体化、全方位、多视角的
宣传，让场所码的使用和传播更加
深入人心。

截至4月13日15时，韩店镇
已完成44个村居、44个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11个社区、22个双管
单位、153家企业、667家沿街商
铺和5家养老机构推广使用场所
码。

韩店狠抓“三个到位”全面推广应用场所码

滨州日报/滨州网无棣讯（通
讯员 张珂嘉 邵建民 报道）为贯彻
落实上级主管部门对复学期间疫
情防控工作的要求，进一步提升学
校应急处置能力，连日来，无棣县
信阳镇中学多措并举扎实做好各
项复学准备。

该校主要负责同志组织召开
视频会议，对复学准备工作进行再
部署，从制订疫情防控应急处置预
案，到建立健全工作专班、落实24
小时双值班制度等方面进行了详
细安排。该校进一步规范应急处置

流程，并进行桌面推演，提高应对
各种突发状况的处置能力。该校将
严格执行“测温+绿码+核酸阴性
证明”制度，高标准配齐消毒剂、口
罩、手套、非接触式温度计等防疫
物资，全力上好“复学第一课”，做
到线上线下无缝衔接。

目前，该校已组织专业力量对
校园、教室、食堂等重点场所进行
全方位环境消杀，努力把卫生防疫
工作做细、做实，坚决筑牢学校疫
情防控安全线。

信阳中学全面做好复学准备

滨州日报/滨州网博兴讯（通
讯员 王美霞 报道）连日来，博兴县
乔庄镇在抓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
时，积极行动，主动作为，帮助群
众、企业解决实际难题，全面加快
推进工农渔业复工复产。

乔庄镇地处沿黄渠首，是水产
养殖、粮棉重要产区，春灌和养殖
用水量较大。为确保水源充足和精
准灌溉，该镇提前谋划，高效调配
水资源，科学制定农渔业用水定额
和供水计划，提前安排工作队清淤
疏浚，为虾池注水和春耕春灌提供
输水保障。

当前正值春耕备耕关键时
节，乔庄镇紧锣密鼓备战春耕春
播。该镇机关工作人员利用大喇
叭广播、微信群转发、发放宣传

单等方式，积极引导群众做好个
人防护，不误农时搞好农事活
动，引导农民有序下田，分时下
地，分散干活，避免人员集聚。
目前，在各村农田里，广大村民
正忙着为农作物施肥、灌溉，各
项春耕备耕工作有序进行。

同时，乔庄镇积极落实相关政
策，第一时间为企业办理疫情防控
车辆运输通行证，以满足企业基本
生产和运输需求。该镇工作人员入
企服务，指导企业出台复工复产防
疫方案，严格落实扫码测温、消杀
消毒、分时段用餐等举措，并通过
企业微信群和微信公众号平台积
极传达疫情防控期间的惠企政策，
保障企业平稳运行，实现防疫、复
工“两不误”“双胜利”。

乔庄镇细化服务举措
推进工农渔业复工复产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
向春 通讯员 杜君君 侯美芳 报
道）为总结前三周线上教学情况，
提高线上教学质量水平，针对性解
决线上教学存在的问题，4月7日
下午，滨城区第三实验小学举行线
上教学专题会议。

该校教学中心主任蔡文娟从
即将开展的“双师课堂”活动和学
校“1+1+N”多视角教研模式等方
面对线上教学情况进行部署，鼓励
任课老师采用为学生们设计并颁

发电子奖状等方式激发学生线上
学习积极性。

该校学生中心主任孙岩梅则
从“分享给家长的七个锦囊”入手，
为居家学习期间的家校共育工作
提出了建议，鼓励班主任老师采用
线上家访等方式了解学生居家学
习及心理健康情况，做好学生及家
长的思想引导工作。

该校校长张盛群表示，该校将
真正发挥“双师”作用，做好线上教
学监督工作，充分把握好“教学直
播”时间，确保学生学有所思、学有
所得。同时，巧用沟通技巧，做好家
校沟通，全面提升疫情防控期间的
线上教学质量。

滨城区第三实验小学
着力提升线上教学质量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康
曌 通讯员 范颖 王思雪 报道）自本
轮疫情发生以来，滨州经济技术开
发区法院积极优化司法保障措施，
努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
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开发区法院建立完善一站式多
元解纷机制，推进在线诉讼模式，强
化简易、小额诉讼程序适用，提升诉
讼便捷性。对生产经营存在严重困
难的中小微企业，依法提供减交、缓
交诉讼费等司法救助。自本轮疫情
防控工作开展至今，共计审执涉企
纠纷案件40件，平均审理天数3.52

天，比去年同期减少38天。
在严格落实防疫要求的基础

上，开发区法院线下采取“有距离、
零接触”的办案方式。两起劳动争
议案件中，双方当事人距法院距离
较近且双方均希望见面核对手续材
料的实际情况下，当事人在法官的
指导下，在该院诉讼服务中心广场
开阔地带，经“查、消、杀”并严格保
持安全距离的基础上，完成了最后
的和解手续，最终两案纠纷均得到
了一次性调解处理。仅13个工作
日，开发区法院就线上审核受理案
件79件，通过诉讼服务热线解答企

业咨询 30 余次，实际执行到位
564.86万元。

今年3月以来，开发区法院调
派14名党员干警下沉到滨州海峰
铝塑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市滨粮食
品有限公司等9家重点企业，全面
了解疫情防控和企业生产经营情
况、项目建设情况，配合相关部门保
障有关企业做好复工复产相关工
作，积极进行全面排查，帮助企业解
决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中的法律问
题。

在走访服务某铝塑股份有限公
司时，开发区法院工作人员了解到

该公司运输货物的货运车辆因驾驶
员“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过期”被滞留
在服务区，对企业的生产经营产生
了较大影响，最终在开发区疫情防
控指挥部的指导下，经过该院与相
关部门的积极协调，终于圆满解决
了此问题。

自包保工作开展以来，开发区
法院共组织安排下沉企业36人次，
电话、微信联络325人次，帮助企业
整改8次，形成下沉服务企业情况
记录26份，真正为企业复工复产、
项目复工复建作出了积极贡献。

开发区法院建立完善“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
实现涉企纠纷案件审理时限同比减少38天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向
春 报道）自线上教学工作开展以
来，滨城区北城英才学校推出多项
精细化措施，确保学生“停课不停
学”，高质量推进线上教学工作。

“集体教研备课+巡
课+硬件保障”确保线上教
学不减质

3月14日，该校举办线上教学
培训，提高老师教学能力。3月 22
日，该校召开教研组长线上教学推
进会，要求各教研组搞好“线上教学
研讨”，督促各备课组做实“线上集
备交流”，确保线上教学扎实进行。

该校安排管理人员进入班级
群、在线课堂进行巡课，对各科、各
班在线课堂上出现的问题及时解
决。组织开展教学督导，检查平台中
教学资源、学生人数、在线学习、在
线答疑指导等情况，确保线上教学
有序开展。

该校各教研组、备课组开展线
上集体备课，研究线上教学内容、教
学方式，自主研发微课程、制作课
件、作业设计等，让在线课堂有趣、
有味、有效。同时，该校教科室以课
题研究为抓手，指导各学科教师精
心设置大单元作业，更多地关注学
生素养能力的提升，并通过教师及
时批阅、点评、总结，形成闭环，让线
上教与学更加优质、实效。

该校还将体育、艺术、劳动教育
等内容纳入课程体系，任课老师开
启“相聚云端隔空视频”教研会，引
导学生开展“云锻炼”“云艺术”“云

劳动”，要求学生积极参加家务劳
动，掌握更多劳动技能，丰富居家学
习生活。

开展线上心理辅导，
全力筑牢抗疫心理防线

针对学生居家学习期间容易出
现焦虑、情绪低落等心理问题，该校
安排班主任、任课老师利用视频、微
信群、QQ群等平台，对学生进行心
理疏导，鼓励学生劳逸结合、减轻心
理负担，保持稳定的情绪和良好的
心态。同时，该校心理教师录制微
课，制作美篇，推送给学生及家长，
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

该校老师们通过网络学习、查
阅资料，以多形式多渠道对居家学
生进行心理疏导。各班班主任利用
班会时间、线上家长会时间对学生
和家长进行指导。设立心理咨询师
热线电话，方便家长、学生进行沟通

交流。

凝聚家校强大合力，
共筑疫情防控安全屏障

该校组织召开线上家长会，对
学生及家长进行线上学习的思想动
员和技术培训，并对不具备线上学
习硬件条件的学生进行一对一沟
通，妥善解决学生学习终端问题。截
至目前，各班主任、任课教师已举行
6次“隔屏”会议，孩子、老师之间的
想念与期盼在屏幕两端传递，所有
问题在拉家常式的氛围中得到解
决。

此外，该校建立“班主任+”承
包机制，组织开展对学生的摸排调
查，关注疫情期间学生学习生活状
况，对困难、留守、单亲学生，实行

“一人一案”任课教师承包制，并进
行一对一帮扶，确保所有学生都能
参与学习。

北城英才学校：

多项精细化措施保障线上教学高效推进

遗失声明
联系电话：3186726 18654306492

沾化县大高镇新立副食商
店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丢失，
编号：JY13716240018698，
声明作废。

滨 州 市 博 兴 县 纯 化 镇
止河村村民委员会银行开
户 许 可 证 丢 失 ，核 准 号 ：
J4666001881101，特此声明。

滨 州 市 博 兴 县 纯 化 镇
三里村村民委员会银行开
户 许 可 证 丢失，核准号：
J4666001905701，特 此 声

明。
滨州市博兴县纯化镇纯

西村村民委员会银行开户许
可 证 丢 失 ，核 准 号 ：
J4666002103501，特 此 声
明。

滨州市牧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公章丢失，公章编号：
3723010071528，声明作废，
且寻回后不再使用。

山东滨州强骏工贸有限公
司 公 章 丢 失 ，公 章 编 号 ：
3723010072078，声明作废，
且寻回后不再使用。

受有关单位委托，我中心定于2022年

4月 21日上午 10时起在滨州公共资源产

权（要素）交易大厅（http://jypt.bzggzyjy.

cn/JingJiaMidBoot/html/cqbiaodilist.

html）以网络动态报价方式公开处置山东滨

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黄河八路501号3号楼

第3层沿街办公用房3年租赁权一宗。自由

报价期：自2022年4月14日10时起，限时报

价期：自2022年4月21日10时起。

符合竞买方资格要求（详情参见交易大

厅）的竞买申请人须提前注册登录滨州公共

资源产权（要素）交易大厅提交竞买申请，自

动获取账号并按要求足额缴纳竞买保证金。

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2022年4月20日

16时（以银行到账时间为准）。本次公告所

涉及资产只接受网上竞买申请，通过网上银

行或手机银行即时到账（竞买申请人名称和

交款方名称须一致）。

竞得入选人须在竞价结束后登陆竞价平

台进行身份验证，同时下载成交确认书并在

买受人处盖章（或签字），携带本人（单位）有

效身份证件及复印件到标的所在单位办理成

交确认手续。

标的展示时间：
2022年4月18日-4月20日

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展示电话：18654372037
中心地址：滨州市黄河八路355号

中心电话：0543—3165921 3165536

技术支持电话：0543-3165525
滨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2年4月14日

国有资产处置公告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隆
卫 通讯员 孙秀玲 报道）近日，中
交一公局海威公司沾临三标开展
主题为“倾听心声 共话发展”的领
导开放日活动，进一步强化领导班
子联系基层、服务职工的意识。

据了解，该项目部确定每周日
为“领导开放日”，设置“党政区”

“生产区”“育人区”“班组区”“生活
区”五大开放区，活动当天员工可
根据谈心谈话内容选择不同区域。

针对部分职工因周末施工无法参
与活动，该项目部工会专门设立

“移动信箱”，采用钉钉线上方式收
集职工的急难忧盼问题，领导班子
第一时间进行答疑解惑、全力解
决。

同时，该项目部在线下设立职
工意见征集箱，每月开箱，并通过
召开职工大会的方式解决职工最
关心的问题，增强职工的团结力和
归属感。

中交一公局海威公司：

沾临三标“领导开放日”活动
着力解决职工急难愁盼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