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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
刚 通讯员 张洁 报道）5月6日，邹
平市黄山启枝养殖场负责人为黄
山街道市场监管所送来一面印有

“人民公仆 无私奉献”字样的锦
旗，对该所工作人员的为民服务精
神表示感谢。

据了解，今年4月18日，黄山
街道柳泉村一位老人和怀孕的儿
媳妇来到黄山街道市场监管所服
务大厅办理营业执照业务，由于当
天办理业务的人员较多，等到他们

办理时已到下班时间。考虑到两
位群众的特殊情况，该所工作人员
自觉延长工作时间，积极帮助他们
办理完成相关业务。在整个过程
中，工作人员的热情耐心、认真负
责的态度，得到了办事群众的好
评。

下一步，邹平市市场监管局将
始终坚持热情、规范、高效的服务
标准，树立良好的对外窗口形象，
以更优质的服务提升群众办事的
体验感和满意度。

黄山街道市场监管所：

自觉延长工作时间
用心服务特殊群众

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讯
员 李蓓蓓 报道）近日，邹平市明集
镇启动“护河爱水、清洁家园”行动，
从落实责任担当、建立长效机制、开
展专项整治、推进工作提升、加强宣
传引导等方面发力，深化落实河长
制各项工作，巩固和提升辖区内河
水环境，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生态保
障。

两级联动，推动河长制工作落
实。该镇高度重视河长制工作，制
订了全面实现河长制实施方案，落

实以镇党委书记、镇长任10条河道
总河长的镇、村两级河长管理责任
机制。该镇主要负责同志带头落实

“河长日”巡河机制，列出问题清单，
现场推进协调解决。全镇主干河道
安装设置河长制公示牌20余处，悬
挂横幅标语23条，为落实河长制工
作创造浓厚氛围。今年以来，明集
镇镇村两级河长累计巡河360余
次，发现并解决涉河问题50余件，
确保河道水面洁净、河岸干净整洁、
设施保护完好。

多方联动，开展河湖专项整治

行动。该镇扎实开展河流“四乱”清
理整治行动，镇村两级河长加大日
常巡河力度，对河流进行“地毯式”
摸排，对辖区内侵占河湖资源的乱
占、乱采、乱堆、乱建等“四乱”问题
做到即查即拆，保证了河湖生态环
境持续向好。截至目前，共出动
481人次，开展拉网式摸排175次，
开展内河法治宣传28次，确保河清
水秀。

智慧管河，科技助力长效管
理。该镇充分发挥智慧河长综合管
理平台作用，通过“滨州河长制”

App不断完善河道网格化管理体
系，有效提高巡河率，促进河道长效
治理。镇村两级河长通过“滨州河
长制”App巡河，实时查看巡河情
况及发现的问题，及时对接相关部
门单位，实现了巡河全覆盖、无盲
区、动态式管理。截至目前，通过

“滨州河长制”管理平台共解决河湖
问题30余项。

下一步，明集镇将以更大的决
心、更有力的举措，护河爱水、清洁
家园，持续推进河长制各项工作落
细落实，做好治水护河工作。

明集镇：

全面落实河长制巩固提升辖区内河湖环境

辛店创新打造“辛青年”文明志愿服务品牌
通过“订单式”服务，持续开展“在知爱建”主题实践活动、新时代文明实

践志愿服务活动、“五为”志愿服务活动，全面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

近日，沾化团区委组织青年
志愿者来到富源街道西孔村的

“希望小屋”受助孩子家中，开展
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

每到一户，志愿者们便为“希
望小屋”受助孩子进行作业辅导，
送去爱心书籍，解决他们在学习
和成长中遇到的困难。

截至目前，沾化区共建成“希
望小屋”177 处，正在建设 35 处。
沾化团区委将持续做好对“希望小
屋”受助孩子的关心关爱工作，帮
助引导他们健康快乐地学习和成
长。（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杨
璐 摄影）

志愿服务走进志愿服务走进
““希望小屋希望小屋””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
刚 通讯员 郑文超 报道）“真的很感
谢你们来我家帮助我打扫卫生，现
在屋里屋外干净多了，心里也特别
敞亮。”近日，惠民县辛店镇黄赵村
行动不便的困难群众刘大娘和前来

帮助他清理卫生的“辛青年”扶贫济
困志愿者们高兴地说道。

这只是辛店镇“辛青年”文明实
践志愿服务的一个缩影。连日来，
辛店镇“辛青年”志愿者服务活动正
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在美丽庭院示
范户家中，辛店镇“辛青年”巾帼志
愿者们一边帮助创建户打扫卫生、
整理规划室内室外环境、物品摆放，
一边通过唠家常的方式宣讲美丽庭
院创建知识，告诉群众创建美丽庭
院的好处，引导她们养成讲文明、爱

卫生的良好习惯，“辛青年”志愿者
们忙得不亦乐乎。“你看你们来到俺
家，帮俺摆放家具，帮俺清理卫生，
拾掇得真是井井有条，俺家里的卫
生环境真是大变样。创建美丽庭院
真好，俺不光要自己响应号召，还要
带领邻居们一起干。”辛店镇刘集联
村张铎自然村美丽庭院创建户左霞
兴奋地说。

今年以来，惠民县辛店镇以积
极开展“在知爱建”主题实践活动和
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为抓

手，创新通过“订单式”志愿服务，真
正与群众需求对接，将志愿服务力
量延伸到联村、自然村。

同时，该镇创新实施“辛青年·
展辛貌”主题实践暨深化“五为”志
愿服务活动项目，成立政策宣讲、文
体活动等镇级志愿服务队7支，9个
联村成立志愿服务队36支，累计开
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60余次，让

“志愿红”扮靓基层一线，全力打造
“同辛公益·辛青年”志愿服务品牌。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向
春 通讯员 刘庆国 报道）近年来，滨
城区梁才中心学校积极开展三级课
程整合探索，通过构建基础型课程、
拓展型课程、研究型课程融合的“和
美”课程体系，搭建起学生成长发展
的广阔平台。

基础型课程，为学生
的全面发展奠定基础

该校努力做好国家课程和地方
课程的“校本化”工作。语文、数学、
英语等学科根据学生实际编印作业
手册，落实分层教学和因材施教。

对体育课程进行校本化重构，分为
国家课程、大课间体育课程、课余体
育课程和家庭体育课程四类，设置
体育角落场地，形成“时时有体育、
处处有体育”的良好局面。

针 对 劳 动 课 程 ，该 校 构 建
“1234”架构，即“一点、两线、三面
和四分支”。“一点”是指以劳动教育
课为基本点，“两线”是指校内、校外
两条路线实施和开展劳动教育，“三
面”是指把劳动教育课程分为基础
型课程、拓展型课程和研究型课程
三个方面，“四分支”是指通过生产
劳动、日常生活劳动、服务性劳动和
特色主题式劳动四种方式开展劳动
教育。

同时，该校积极做好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课程的创新教学。低年级

学生选编了《弟子规》《三字经》
等内容，注重培养语感和整体感知
能力；中高年级学生选编了 《论
语》、优秀小古文、唐诗宋词等内
容，在诵读基础上理解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内涵。

拓展型课程，开阔学
生视野，丰富学习体验

该校开设了军训课程、入学课
程、毕业课程，强化学生的习惯养成
和情感教育。节日课程、庆建党百
年系列活动，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爱
国情感，加强了学生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教育；体育节、艺术节、英语节、
读书节、家长开放日等活动，让学生
受到更加全面的情感体验，综合素
质得到普遍提高。

研究型课程，让有特
长的学生全面深化发展

该校积极引领学生探究学习，
开设美育课程，让每一个孩子都学
会一门乐器、学会一项才艺技能；开
设足球课程，让热爱足球的孩子有
了施展才能的空间；开设手工类课
程，让学生获得成功体验、树立学习
信心、增强环境意识；开设创客科技
类课程，让有创意的孩子在各级比
赛中不断获奖。

截至目前，梁才中心学校已经
成立了金话筒、舌尖上的美味、中华
太极扇、花样跳绳、精彩呼啦圈、足
球、篮球、剪纸、书法、舞蹈等30余
个社团，定课时开展活动，推动学生
综合技能的提高，推动“和美”课程
体系实施落地。

梁才中心学校：

构建“和美”课程体系 打造全程育人模式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
向春 通讯员 门连进 报道）为进一
步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扎实推进高
效课堂建设工作，切实增强中考备
考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近日，无棣
县教育科学研究中心开展对全县各
中学高效课堂建设情况的视察督导
工作。

视导组先后到无棣县第一初级

中学、小泊头镇中学进行视察督
导。在无棣县第一初级中学，视导
组对该校八年级生物、地理及九年
级各学科中考复习教学进行视导。
视导组深入班级，推门听课，聚
焦八、九年级中考复习常态课
堂。课后，各学科教研员分别同
任课教师进行深入交流研讨，并
围绕中考复习的课堂教学、备考

策略及存在问题给任课老师提出
针对性建议。

在小泊头镇中学，视导组重
点对常态课堂进行视导，并在课
后与各学科组教师进行互动交
流，对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指导
性建议。视导组还督查了学校落实
教学基本规范和课程方案情况，听
取学校复习教学的学法指导、心理

疏导和“帮学带”互助小组等工作
开展情况的介绍。

此次视导，是对毕业班教学工
作的促进和提升，也是一次在学校
中考复习阶段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的良机，对于各中学规范办学、扎
实推进高效课堂建设起到积极促进
作用。

无棣县强化“视导”推进各中学高效课堂建设

滨州日报/滨州网无棣讯（通
讯员 刘连坤 从荣涛 报道）今年以
来，无棣县车王镇中学借助国旗下
讲话、主题班会、征文、演讲等活
动，持续加强学生红色文化教育。

同时，该校在教学楼内重点打

造了红色文化长廊，以图文并茂的
形式，将学党史、知国情等红色文
化内容融入其中，更加坚定了学生
知党恩、跟党走的理想信念，在全
校营造出和谐浓厚的红色文化教
育氛围。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王
仪 通讯员 刘桂玲 报道）5 月 11
日，沾化区下洼镇王家小学开展了
党史记心间主题诵读活动。

从豪情满怀的《少年中国说》
到热血沸腾的《歌唱祖国》，从稚嫩

童趣的《三字经》到慷慨激昂的《祖
国，我亲爱的祖国》……同学们以
真挚的情感、嘹亮的嗓音，展现出
了新时代学生热爱祖国、勤奋学习
的精神面貌，更加坚定了“为中华
之崛起而读书”的信念。

车王中学深化红色文化教育

沾化下洼镇王家小学开展
党史记心间主题诵读活动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
刚 通讯员 李联义 李铮 报道）连日
来，惠民经济开发区聘请安全生产
领域专家，对区内在建项目工地开
展安全隐患大排查行动。

此次检查以在建项目施工现
场安全生产薄弱环节为重点，通过
现场查看、询问等方式，就施工现
场安全防护搭设、临时用电、机械
设备安全防护、安全警示标语、标
牌设置及消防器材是否规范使用

到位等情况进行严格排查，同时对
建筑工地应急预案、隐患排查台
账、现场人员相关资质进行检查，
对发现的问题要求立即采取整改
措施，切实将隐患整治到位。

下一步，惠民经济开发区将继
续深入开展建筑工地安全大检查
工作并形成长效机制，严格落实各
项安全防范责任和措施，确保建筑
工程安全、文明施工。

惠民经开区聘请安全专家
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行动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
刚 通讯员 曹蕊 报道）小麦抽穗期
是小麦生长的关键时期，也是病虫
害集中爆发期。为夺取今夏全镇
69000 亩小麦的丰产丰收，连日
来，惠民县李庄镇利用植保无人机
全面开展小麦“一喷三防”作业。

“我们按照各行政村小麦种植
分布情况，组织专业防控力量，分
组划片进行作业。调用16台植保
无人机，分为8个小组，全力加快

推进小麦‘一喷三防’作业。”正在
李庄新村麦田督导防治作业的李
庄镇农技站站长胡兴军告诉记者。

据了解，为准确把握小麦抽穗
期病虫害动态，李庄镇农技站工作
人员提前开展定点调查，加强病虫
害监测，并开展广泛宣传，提高群
众对病虫害防治工作的知晓度。
同时，积极配合县农业农村局做好
飞防调度工作，确保全镇69000亩
小麦统防统治覆盖率达100%。

16台植保无人机助力李庄
69000亩小麦“一喷三防”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
向春 通讯员 张洪新 卜祥丽 报道）
近日，滨城区北城英才学校举办了
第二届读书节。

本届读书节分为教师阅读和

学生阅读两大板块。教师阅读包
括读一本好书，写一份硬笔书法作
品，吟诵一首古诗，开展一次阅读
分享活动；学生阅读包括寻找“少
年英雄”，学习古典名著里的英雄
人物，探寻外国名著里的英雄事迹
等。

此次活动还以读书交流分享
会、班级英雄辩论会、手绘英雄等
多种形式进行阅读成果展评，进一
步营造浓厚的校园读书氛围。

滨城区北城英才学校
举办第二届读书节

滨州日报/滨州网博兴讯（通
讯员 张弩 报道）为提高机构编制
工作的严肃性和权威性，5月 12
日，博兴县委编办出台《博兴县机
构编制工作政务督查暂行办法》。
该办法共分为九章，进一步明确了
机构编制工作政务督查的主要内
容、程序方法、责任追究等方面的
内容。

据了解，督查工作主要针对机

构编制部门重要会议、工作部署、
批复的文件等，以1个月至3个月
为主要期限，对全县机构编制事项
不间断开展立项督查，确保各部门
单位严格按照部署落实机构编制
工作，做到政策不偏、动作规范、步
调一致。该办法的出台，将进一步
提升该县各单位遵守机构编制工
作纪律的意识，提高机构编制工作
执行力、落实力。

博兴出台机构编制工作
政务督查暂行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