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县乡·广告4
滨
州
网
手
机
客
户
端

2022年8月11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时培建 杨向军
电话：3186761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
刚 通讯员 胡德民 报道）近年来，滨
城区三河湖镇积极推动政府职能转
变，坚持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
合”，着力构建完善有效、多元共治
的基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有
效维护广大群众合法权益，持续打
造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善治乡村。

聚焦群众主体作用发
挥，以自治增活力

今年4月，该镇党委、政府主要
负责同志与市、区两级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走村群众家中开展“有事好
商量”协商议事活动，与村民代表共
同商议农村“美丽庭院”创建工作，
为美丽乡村建设出谋划策。

该镇推行村民议事制度，引导
群众参与乡村治理，加强自我管
理。积极探索“互联网+网格管理”
模式，提升乡村治理智能化、精细
化、专业化水平。全面布防集统筹

调度、矛盾化解、研判预警、网格联
动等功能于一体的“雪亮工程”，深
度打造“全能网格”。把全镇划分为
73个综合功能网格、专属网格3个，
配备网格员185名，通过“网络+网
格”实时联动，引导群众随时将网格
内的信息反馈给网格员，营造“争当
参与者，不做旁观者”的氛围。

聚焦乡村社会矛盾化
解，以法治强理念

该镇以网格化治理为主要手
段，探索创新“三建联动、四员调解”
乡村网格化社会治理模式。目前，
全镇建成综合网格73个、专属网格
3个，配备网格员185名，解决了“谁
来治理、如何治理、怎样治好”的问
题。启动公共法律服务进网格，大
力实施“法律明白人”培育工程，借
助法润民生微信群、三河湖普法微
信公众号等平台，实现“一村一法律
顾问”全覆盖。

三河湖镇还通过“法治流动摊”
“网格红+司法蓝”“关爱民生法治
行”等项目，常态化开展宪法、民法
典等法治宣传活动，营造法治入网
格新风尚，推进法治文化建设。目
前，镇村两级已建成涵盖青少年、新
市民等不同群体的主题法治文化阵
地 7 个，创建民主法治示范村 11
个，法治文化基层渗透率和群众满
意度不断提升。该镇以法治手段处
置矛盾纠纷，涌现出了“和为贵”工
作室、“解铃小屋”家事调解室等矛
盾纠纷化解平台，实现“小事不出
村、大事不出镇”。

聚焦党建引领文明新
风，以德治开新局

三河湖镇创新“四员六步调解
法”，并在石家社区试点成立“四员
调解工作室”，目前其它6个社区已
全面推开。“四员”指从村民代表、退
休教师、志愿者中选聘有威望、懂法

律的党员担任矛盾调解员、法治宣
传员、为民办事员、乡村管理员，通
过“拉家常、稳情绪，谈人生、强观
念，讲道理、找支点，拆面子、能包
容，支梯子、下台阶，签协议、互谅
解”的“六个步骤”化解基层矛盾，用
道德标杆激发善治正能量。

该镇先后建立完善了首问负责
制、常态化走访、跟踪式服务等七项
制度，抽调组织办、纪委、督查室专
门人员组成督查组，采取实地查看、
入户走访、电话抽查、约谈当事人、
查阅档案、核对镇信访办接待上访
情况等方式，督查各村(居)、社区网
格化走访联系服务群众情况。创建
信息网络管理平台，对能够办理的
事项，实行“日报、日办、日结”制度，
大大提高了群众事项的办理效率。

三河湖镇“三治融合”机制，充
分激发了广大村民的自治积极性，
实现了乡村治理法治化，提升了群
众的思想道德水平。

自治增活力法治强理念德治开新局

三河湖镇“三治融合”提升基层治理水平

深入学习贯彻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
全面优化滨州营商环境全面优化滨州营商环境

滨州日报/滨州网高新区讯（通
讯员 胡鑫磊 报道）近日，高先生来
到高新区行政审批服务分局，咨询
企业变更相关业务。工作人员经与
高先生交谈，了解到该企业为拥有
50位合伙人的有限合伙企业，要进
行合伙人入伙和退伙变更。根据高
先生提供的信息及资料，该局工作
人员为其量身制定了“全程电子化

办理”方案。
业务办理过程中，当进行到材

料签名环节时，该企业有一位合伙
人身居美国，短时间内无法回国，
无法完成全程电子化认证签名。了
解到这一实际情况后，该局工作人
员采用网络视频连线方式，指导该
合伙人通过技术手段完成线上
App认证签名。最终，在工作人员

的努力下，很快完成了企业变更业
务。不久，高新区行政审批服务分
局的工作人员收到了该合伙人来
自大洋彼岸的称赞：“虽然情况特
殊，但这么快就办好了，真是没想
到。感谢你们的帮助，如果没有你
们，不知何时才能办完。电子签名

‘跨国服务’让企业体验到了真正的
便利，实在太好了。”

今年以来，高新区行政审批服
务分局不断创新服务形式，开展异国
异地企业业务办理，极大缓解了疫情
等因素给办事企业带来的诸多不便。
下一步，该局将继续本着“让企业和
企业家舒服”的理念，不断深化“不见
面审批”改革，依托网上服务平台，创
新业务服务模式，提高帮办代办水
平，全力打造区域一流营商环境。

高新区创新服务实现企业业务变更“跨国办”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 （记者 刘雪鹏
通讯员 丁培乾 张伟华 报道） 为关心关
爱退役军人，进一步营造崇军拥军浓厚
氛围，近日，沾化区滨海镇完成对辖区
内新河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的升级改
造，打造成为集学习、教育、文化、娱
乐等为一体的示范型退役军人服务站。

阵地建设齐全。新河社区退役军人
服务站升级后为二层办公楼，占地面积
100多平方米，严格按照社区服务站“有
机构、有编制、有人员、有经费、有保障”
的标准打造。一楼设有服务站，二楼设有
接待室、心理咨询室、人民调解室、法律援
助站和退役军人之家，可为退役军人及

优抚对象提供“一站式”服务。
人员配备齐全。由新河社区党支部

书记担任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配有退
役军人“联络员”“网格员”“志愿者”，
轮流值班值守，确保全天候提供服务。

制度管理规范。对所辖退役军人高
标准建档，进行详细统计，按照“横向
到边、纵向到底”的要求做好建档登
记，建立健全各类台账。同时，将退役
军人服务管理工作纳入村“两委”班子
考核和年度目标管理考核，规范日常管
理。

服务保障到位。服务站辐射垛圈管
区和河贵管区，共10个行政村，现有退

役军人106人，现役军人家属69人。开
展常态化走访，制定联系计划，建立联
系台账，确保每名退役军人联系到位，
对孤老、特困优抚对象开展“一对一”
帮扶活动，及时掌握联系对象的思想状
况，并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日常做
好退役军人政策咨询、思想疏导工作，
同时广泛开展退役军人相关政策宣传。

滨海镇新河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以
“服务退役军人”为中心，以“退役军人
满意”为导向，提供“一站式”综合服
务，切实打通服务退役军人的“最后一
公里”，用心用情做好退役军人服务管理
保障工作，全力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

新河社区完成退役军人服务站升级改造
“一站式”服务持续营造崇军拥军浓厚氛围

滨州日报/滨州网沾化讯（通
讯员 张力健 苟佳民 报道） 近
日，安徽合肥文旅博览集团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杰一行
到沾化区古城镇考察调研。

在古城镇魏王村冬枣产业
“双增双提”示范园区，考察团一
行实地查看了设施栽培推广建设
及“沾冬2号”品种改良情况，
详细了解了古城镇创新实施的冬
枣产业发展“魏王模式”。

在充分了解古城镇冬枣产业
发展现状后，合肥文旅博览集团

与古城镇正式签订了线上销售平
台服务合作框架协议，政企双方
希望以此为契机，尽快推动合作
项目落实落地，把古城镇的优质
冬枣推向全国。

下一步，古城镇将立足冬枣
产业发展实际，结合市场需求，
提前谋划，及早部署，在冬枣成
熟上市之前进一步拓宽线上线下
销售渠道，真正让古城冬枣产业
发展搭上“跨区域合作”的销售
快车，助力枣农致富增收。

古城镇与合肥文旅博览集团
签订线上销售服务合作协议

让冬枣产业搭上“跨区域合作”的发展快
车，助力枣农致富增收

““学习强国学习强国””
宣传推广进集市宣传推广进集市

近日，邹平市韩店镇志愿者来到
肖镇村集市上，通过设置“学习强国”
宣传展架、发放“学习强国”笔记本、
现场解答等方式，向群众广泛宣传推
广“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并指导他们
下载注册“学习强国”App，加入韩店
镇基层群众学习组织。

同时，志愿者们还积极为群众讲
解“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的栏目设置、
功能应用、福利兑换等内容，鼓励大
家 通 过 每 天 登
录“学习强国”
平 台 ，学 习 知
识、开阔视野、
提升境界。

（滨州日报/
滨州网通讯员
霍广 摄影）

滨州日报/滨州网博兴讯（通讯员 卢
镜伃 报道）“您好，我是博昌街道群众满意
度调研员，请问您对辖区教育、民生、治安
等方面工作满意吗？有什么具体的意见或
建议吗？”近日，博兴县博昌街道开展了“群
众不满意问题清零”行动。街道工作人员
挨家挨户上门走访，心贴心、面对面做好联
系群众工作。

压实责任再部署。该街道召开2022
年度“群众不满意问题清零”行动部署会
议，下发行动实施方案。各社区进一步提
高认识，明确职责，广泛收集社情民意，积
极回应群众期盼，真正把此次联系群众活
动转化为街道工作提质增效的强大动力。

遍访到户再提升。该街道全体机关干
部下沉社区，逐户走访，切实把真实情况摸

准，把疑惑解答好，把政策法规解释清，把群
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作为
检验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

全面宣传再深入。该街道不断加大宣
传力度，利用线上、线下两个平台、多种资
源，让群众直观地看到街道发展的新成就、
新风貌、新变化，引导群众“为家乡点赞，为
博昌代言”。

博昌街道开展“群众不满意问题清零”行动

2022 年 8 月 10 日至 2022 年 11 月 30日，S236 辛滨线

沾化县城至泊头段大修工程(K62+339-K68+039)实行全封闭

施工，请过往车辆择路绕行。施工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滨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滨 州 市 交 通 运 输 局

2022年8月11日

公告

清算公告
经学校理事会决议，同意注销滨州市滨城区乂学教育培训学

校(登记证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602MA3F6YEHXB)(办
学许可证:137230170002699号)，现已成立清算组，请有关债权
人于本公告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单位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滨州市滨城区乂学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2022年8月11日

为了维护道路交通秩序，
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保护人
身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
组织的财产安全及其他合法权
益，提高通行效率，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
程序规定》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自2022年 8月 18日零时起，
启用以下三处区间测速设备：

1.G220 东深线惠民县胡
集镇（121KM+800M）至清河
镇丁庄（126KM+700M），区
间 长 度 4.65KM，限 速 值 为
80KM/小时。

2.G233 克黄线惠民县皂

户李镇火龙居路口（892KM+
130M）至辛店镇高速路口
（898KM+220M），区间长度
6.05KM，限速值为 70KM/小
时。

3.S234 惠沂线惠民县皂
户李镇（29KM+725M）至淄
角镇（34KM+600M），区间长
度4.8KM，限速值为70KM/小
时。

对在以上路段抓拍的交通
违法行为，我大队将依法予以
处罚。

特此公告
惠民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2年8月11日

关于启用“区间测速卡口”的公告

受滨州工业园鼎鑫资本运营有限公司委托，
我公司定于2022年8月18日上午9时在中拍平
台（https://paimai.caa123.org.cn）对原资兴
（滨州）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主车间主管道一宗(约
8600米）进行公开拍卖，参考价33.6万元，竞买
保证金3万元，报名费100元。

预展时间：2022年 8月16日- 17日
预展地点：物资所在地

竞买登记：凡有意竞买者请于2022年8月
17日17:00前将竞买保证金3万元交到公司指
定账户（账户名称：山东嘉正拍卖有限公司，账
号：1613021109200089518），并持已交竞买保
证金收据及有效证件到我公司办理竞买手续。

咨询电话：0543—8189718 15805436488
报名地址：滨州市渤海八路777号 2号楼

212室
山东嘉正拍卖有限公司

2022年8月11日

拍卖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