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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青
博 报道）4月30日，市委副书记、市
长李春田到惠民县调研“五一”假期
期间的疫情防控、企业运营、景区管
理和安全生产等工作。

李春田首先以“四不两直”方式
到高速出入口和国省道交界处服务
站调研疫情防控工作。在现场，李
春田仔细询问车辆、人员出入查验
流程和执勤人员后勤保障等情况，
看望慰问坚守在一线的工作人员，
叮嘱他们要做好自身防护。他强
调，要严格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尤其
在外防输入上决不能疏漏，守住重
要通道关口，盯紧重点地区的入滨
返滨人员，确保“不落一车、不漏一

人”，全力以赴织密疫情防控网。
在中国绳网文化体验中心，李

春田观看绳网产业宣传片，参观绳
网产品展厅和党群服务中心，详细
了解李庄镇绳网产业的历史、现状
和未来发展。听取情况介绍后，李
春田指出，要聚焦文体生活领域，研
发个性化、时尚化绳网产品，推动产
品向高端延伸，打造地理标志品
牌。要注重发展直播电商、社交电
商等营销新业态，助推产业转型升
级。

在山东金冠网具有限公司，李
春田走进生产车间，参观绳网的拉
丝、轻编、缝纫等制作过程，仔细询
问企业原材料供应，产品研发、生产

和销售，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措施
落实情况。他指出，企业要加大产
品研发力度，延伸产业链条，努力带
动传统绳网产业提档升级、转型发
展。要探索市场销售新模式，带动
群众增收致富，为促进共同富裕作
出贡献。

调研途中，李春田随机走访查
看了一处药店。在药店，李春田仔
细检查扫码、测温、佩戴口罩、日常
消杀、购买信息登记等防控措施落
实情况，仔细询问经营者是否知晓
遇到发热病人购药情况的处置流
程。他强调，要落实好药店经营者
的主体责任，继续加强“四类药品”
监管，充分发挥出药店在疫情防控

中的“探头”预警作用。
在魏氏庄园和魏集古村落，李

春田仔细查看景区进出口扫码登
记、体温测量等措施落实情况，询问
景区日常运营管理情况。李春田指
出，要时刻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严
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注意引导和
分流，严格控制游客数量，引导游客
做好个人防护，同时做好景区从业
人员健康监测和管理，全力营造安
全舒适的环境。要提升景区建设水
平，创新运营思维，强化市场意识，
打造消费亮点，持续推动文旅产业
转型升级。

孙学森参加活动。

李春田到惠民县调研时强调

注重发展营销新业态助推绳网产业转型升级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隆
卫 报道）4月29日，在收听收看全
省宣传系统视频会议后，我市召
开会议对落实全省会议精神进行
安排部署。市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马俊昀在滨州分会场参会。

马俊昀强调，立即抓好全省

会议精神贯彻落实，压实部门行
业系统责任和地方属地责任。要
超前做好研究，精准分析研判，正
确引导舆论。要严格落实文化旅
游、教育教学等领域疫情防控工
作。严格执行节假日值班带班制
度，确保统一指挥、高效灵敏。

我市组织收听收看全省宣传系统视频会议

压实部门行业和属地责任
精准分析研判正确引导舆论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葛
肇敏 报道）4月30日，全市疫情防
控工作部署会议召开。市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穆杰出席会议并讲话。

穆杰指出，要切实强化防控
体系建设，完善指挥体系建设，实
现架构优化、机制重塑、职责抓
实、流程再造、状态激活。盯紧防

住“四个源头”，擦亮做强“三个探
头”。持续强化疫苗接种，筑牢免
疫屏障。全力提升核酸检测能
力，全力抓好隔离点的建设储备
和定点医院建设，抓好方舱医院
建设储备，全力储备好“黄码医
院”和防疫物资。

杜玉杰参加会议。

我市召开疫情防控工作部署会议

强化防控体系完善指挥体系
抓好方舱医院建设储备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隆
卫 通讯员 李延伟 报道）4月 29
日，市信访工作领导小组召开
2022年第一次全体会议暨全市信
访工作视频会议。市委副书记梁
金光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穆杰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去年以来全市各
级各部门全力以赴控增量、减存
量、攻难点、强化解，信访工作成
效更加凸显，重大活动保障更加
有力，信访攻坚化解更加扎实，信
访创新实践更加有效，有力保障
了全市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全市
信访工作走在了全省前列。

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
要思想，充分认清形势，勇于担
当、敢于负责、积极作为，狠抓信
访工作落实，确保把中央信访工
作决策部署和省市工作要求落到
实处。要围绕主线、守牢底线、紧
盯目标，突出抓好源头治理、《信
访工作条例》宣传、重复信访治
理、基层基础建设、体制机制创新
等重点任务，推动信访工作高质
量发展。要压实工作责任，加强
对信访工作的领导，高度重视信
访队伍建设，强化督导检查，推动
全市信访形势持续好转、稳定好
转、根本好转，更好地维护群众合
法权益和社会和谐稳定，以优异
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全市信访工作领导小组2022年第一
次全体会议暨全市信访工作视频会议召开

围绕主线守牢底线紧盯目标
推动全市信访形势持续好转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隆
卫 通讯员 吴琼 报道）4月29日，
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开展“山东走
在前，滨州怎么办”解放思想大讨
论专题研讨。市委常委、秘书长、
市委市直机关工委书记丁锋参加
研讨并讲话。

丁锋强调，强党建要强在政

治站位上，深刻认识到增强政治
能力是根本、提升境界格局是关
键、确保政令畅通是检验。要强
在组织引领上，把力量凝聚起来、
把干劲激发出来、把品牌树立起
来。要强在基层基础上，把握

“严”的主基调，紧握“实”的落脚
点，掌握“活”的方法论。

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开展
解放思想大讨论专题研讨

标 题 新 闻
●4月29日，我市组织收听收看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副市

长刘裕斌在滨州分会场参会。
●4月29日，全市安全生产大检查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集中攻

坚行动专项督导检查汇报会议召开。副市长刘裕斌出席并讲话。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孙文
杰通讯员朱树美 高泽 孙宝柱报道）
市应急管理局严密部署“五一”期间安
全生产工作，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月30日，市应急管理局成立
了由县级干部带队的4个安全生产
明察暗访组，全部深入县市区对“五
一”假期应急值守和安全防范措施
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同时，10个驻
县市区安全生产督查组不休假，采
取“驻地督查+专家”模式，聚焦危
化品、建筑施工、道路交通等重点行

业领域持续开展驻地督查。据悉，4
月以来，10个督查组已督查企业
876家次，督促整改隐患1093项。

“五一”假期期间，该局成立的
8个安全生产执法组按照“四不两
直”要求，持续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异
地执法检查。执法检查聚焦危险化
学品、非煤矿山、冶金等工贸和有限
空间领域易发生事故的关键部位、
薄弱环节，对各县市区开展检查，并
对检查情况统一建立企业单位、问
题、整改、责任“四张清单”，逐项落
实整改措施，逐项复查验收销号，做

到整改责任、措施、资金、时限、预案
“五到位”，实行闭环管理。

为切实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
作，4月28日，市森防办组织召开森
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会商会议，研判
防灭火形势，制定会商意见，发布了
高森林火险等级橙色预警。“五一”
假期期间，继续组织开展加强森林
重点时段分级包保驻守督导、野外
火源治理和查处违规用火行为、森
林防灭火百日攻坚、林牧区输配电
设施火灾隐患专项排查治理等专项
行动，突出关键部位，加强监测巡

护，全面排查治理隐患，严厉打击违
规违法用火行为。

该局要求“五一”假期期间全体
党委委员在岗，实施“双领导”带班，
全体人员按照“三三制”原则强化应
急值守，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

“日报告”“零报告”制度，每日调度
抽查县市区、乡镇、企业和应急队伍
值守情况，确保信息畅通，做到人员
到位、设备到位、工作到位，督促全
市92支应急救援队伍24小时在岗
值班待命，如遇有突发事件，确保科
学应对、妥善处置。

我市应急管理部门严把“五一”安全生产关

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山东
高速滨州发展有限公司沾化东沾
化西收费站组织开展了“疫”路同
行、无所畏惧志愿服务活动。志
愿者们协助防疫工作人员做好疫

情防控，同时为防疫和司乘人员
提供便民服务，以实干展现青春
担当。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张
琳 摄影）

“疫”路同行 无所畏惧

第1号

滨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1次会议决定：

接受丁卫卫辞去滨州市人大常委会委员、
滨州市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委员职务的请求，
报滨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现予公告。
滨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2年4月29日

第2号

滨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1次会议，根据滨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
议的提请，于2022年4月29日任命：

郝吉虎为滨州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
委员会主任委员；

丁爱萍、李建伟、李秋兰、初学晖、张红霞、
颜世庚为滨州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
员会委员。

现予公告。
滨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2年4月29日

第3号

滨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1次会议，根据滨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的
提请，于2022年4月29日决定任命：

史惠芳为滨州市人大常委会信访局局长。
决定免去：
冯永田的滨州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信

访局局长职务；
齐中军的滨州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

作委员会主任职务。
现予公告。
滨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2年4月29日

第4号

滨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1次会议，根据滨州市市长李春田的提请，
于2022年4月29日决定任命：

尕玛才仁为滨州市副市长；
孙学森为滨州市人民政府秘书长；
梁中华为滨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屈跃宽为滨州市教育局局长；
李朝晖为滨州市科学技术局局长；
姚振祥为滨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
郝建为滨州市公安局局长；
田洪健为滨州市民政局局长；
王东为滨州市司法局局长；
胡云江为滨州市财政局局长；
李荣舜为滨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局长；
赵增永为滨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
李海峰为滨州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朱臣为滨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邹继刚为滨州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潘清军为滨州市城乡水务局局长；
张程鹏为滨州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殷梅英为滨州市海洋发展和渔业局局长；

丁卫卫为滨州市商务局局长；
杨玉鑫为滨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
王东为滨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
王亨波为滨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
刘东彬为滨州市应急管理局局长；
扈献民为滨州市审计局局长；
苏涛为滨州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
范克志为滨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主任；
卢惠民为滨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局长；
劳建刚为滨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周波为滨州市体育局局长；
张燕为滨州市统计局局长；
王景军为滨州市医疗保障局局长；
张凯为滨州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局长；
王洪民为滨州市大数据局局长；
史红芳为滨州市信访局局长；
蔺兵川为滨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
王成为滨州市城市管理局局长。
现予公告。
滨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2年4月29日

第5号

滨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1次会议，根据滨州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巩
洪波的提请，于2022年4月29日任命：

刘树林、孟华为滨州市监察委员会副主
任；

张传科、高洁为滨州市监察委员会委员。
免去：
孟华、张宝青、马肃之、毕玉海的滨州市监

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现予公告。

滨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2年4月29日

第6号

滨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1次会议，根据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李军的提请，于2022年4月29日任命：

常清利为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
会委员、审判员；

孙卫国为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
会委员、审判员；

李然深、李添珍、孙德国、张树民为滨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王守亮为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
会委员、民事审判第五庭（金融审判庭）庭长；

程纪寒为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
会委员、审判监督庭庭长；

张万旺为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
会委员、立案二庭庭长、审判员；

高国强为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
会委员、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

张发荣为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执
行一庭庭长；

张云霞为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副院长；

宋蕾蕾为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综合审判庭副庭长、审判员；

徐丽萍为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综合审判庭副庭长、审判员。
免去：
唐贵学的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委员、执行局执行一庭庭长、审判员职务；
常维华的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

庭庭长职务；
王守亮的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二庭

庭长职务；
张发荣的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

审判庭庭长职务；
崔诗君的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

第一庭副庭长、审判员职务；
韩现文的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

第一庭副庭长职务；
贾善学的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一庭

副庭长职务；
张万旺的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郭芙的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立

案庭（诉讼服务中心）副庭长职务。
现予公告。

滨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2年4月29日

第7号

滨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1次会议，根据滨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王体功的提请，于2022年4月29日任命：

张炳琪、陈学敏为滨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
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免去：
张环的滨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

员、检察员职务；
任磊的滨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现予公告。

滨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2年4月29日

第8号

滨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1次会议，根据滨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王体功的提请，于2022年4月29日批准：

王树岭为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

刘德力为滨州市沾化区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

温健为邹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张环为惠民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龙德波为阳信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罗振华为无棣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任磊为博兴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陈学敏辞去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职务；
张炳琪辞去惠民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

务；
曹家宝辞去阳信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

务；
扈炳刚辞去博兴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

务。
现予公告。

滨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2年4月29日

滨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州讯（通
讯员 樊岩峰 报道）5月1日，我市
招生考试疫情防控工作调度会议
召开。副市长杜玉杰出席并讲
话。

会议指出，要按照立足于有、
关口前移、多重屏障、两手结合要
求，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考试组

织工作。要做好协调配合，强化
上下联动，充分关切考生诉求，做
到靠前服务。要摸清人员信息数
据，提前做好研判，统筹考生接
送、隔离考点设置、核酸检测等环
节。要压实各方责任，完善考试
方案，制订应急预案，保障考试顺
利有序进行。

全市招生考试疫情防控工作调度会议召开

做好协调配合上下联动
充分关切考生诉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