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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镇街道创新推行家风文明积分管理办法

文明分“兑出”幸福感
好家风“引领”新风尚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城讯（通
讯员 报道）推动乡村振兴，倡树时
代新风，既要“塑形”更要“铸魂”。
近年来，滨城区北镇街道注重以

“家风建设”为着力点，积极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文明

“分值”提升文明“价值”，以家风转
变带动乡风改善，着力构建全民共
建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让
文明底色更浓更靓。

“孝老爱亲加分，做好事、志愿服
务也加分，甚至一家人坐一块吃饭也
能加分，最后凭积分多少来兑换奖品
和荣誉，大家参与热情都很高，谁家
都不愿意落后，社区里的文明程度越
来越高啦！”近日，刚刚凭借文明积分

在北镇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兑换
完礼品的张阿姨高兴地说。

“拾金不昧加5分，志愿服务
时长满一小时加2分，每周家庭
吃团圆饭次数达5次加2分，红
白事简办加30分……”北镇街道
创新推行家风文明积分管理办
法，引导和改变了家庭成员的行
为，各社区居民文明程度和道德素
质悄然提升。“这个办法不仅调动
了社区居民的积极性，自觉去改变
生活里的陈规陋习，通过张榜公示
和奖励，也起到了激励带动作用，
促使大家努力提升美德修养，培育
优良家风，共创文明家园。”北镇街
道玉龙湖社区党总支书记王佳说。

“小积分”带动“大文明”。下一
步，北镇街道将不断优化推行积分
制管理的好做法，持续深入开展志
愿服务活动，打造新时代文明实践
特色品牌，以点带面推动形成良好
社会氛围，让时代新风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滨州日报/滨州网沾化讯（通讯
员 孙晓洁 报道）“作为第一书记的
代表，我将带头抓好党建统领，推动
产业振兴，大力推广‘党建+招商+
合作社’模式，全力推进光伏电站建
设，打造‘清洁能源+多能互补’绿
色乡村，实现村集体持续稳定增
收。”3月1日，在沾化区富源街道第
一书记“三亮工作室”揭牌仪式上，
市检察院派驻丰民一村“第一书记”
宋朋对广大群众承诺，将用活用好

“三亮工作室”，持续抓好党建引领、
社会治理、产业发展、民生实事等与
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工作，着
力提升为民服务效能。

今年以来，富源街道聚焦“亮身
份、亮承诺、亮服务”，创新成立第一
书记“三亮工作室”，坚持“1+N”管
理模式，由1名市派第一书记联系5
名区派第一书记，旗帜鲜明亮身份，
服务联系帮包群众；建立“N+1”服
务模式，围绕第一书记“三亮工作

室”一个平台，实施“治理+党建”
“服务+党建”“发展+党建”融合工
作模式，辐射带动辖区41个村基层
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全面提高，
确保服务群众精准有效，推动群众
满意度全面提升。

同时，工作室全体成员每月召
开碰头会2次，每季度组织开展观
摩评比1次，共同研究解决难题、共
同交流经验做法、共享经济社会成
果，实现第一书记“单兵作战”到“抱
团发展”。“这两天，咱村里中心路有
2盏路灯不亮了，晚上下夜班回来
黑漆漆的看不清，什么时候能修
好？”“这个问题我也关注到了，新路
灯已经买回来了，王大姐，请放心，
我们一定尽快解决。”近日，在“三亮
工作室”里，45岁的村民王珍正与
宋朋“摆事情”，宋朋一边了解情况，
一边记录，并不时答疑解惑。

2022年，丰民一村在全区率先
召开“三务三资”积分制管理阳光报

告会，今年的第一书记“三亮工作
室”是富源街道提升基层治理能力
又一新探索，工作室紧密结合乡村
治理积分制管理、“三务三资”积分
制管理阳光报告会，采取定目标、定
措施、定人员、定时限的“四定措
施”，持续深入推进党员发展、村级
收支、集体资金使用、产业发展项目
申报等村级事务公开，落实落细教
育、医疗、文化等民生实事，强力推
进工作落实，着力解决基层协商民
主“空间”不够大、村级事务公开不
尽不实不清等突出问题，推动基层
党建与乡村治理同频共振。

“我们这个第一书记‘三亮工作
室’，不仅是第一书记们交流分享的
平台，同时也是村民们的‘畅言室’，
对村‘两委’班子有什么意见建议、
好的发展思路、困难问题、邻里纠纷
等等，都可以在工作室畅所欲言，通
过‘面对面’精准收集，我们的工作
效率也得到了显著提升。”宋朋说。

如今，村民们都愿意自发到工
作室坐一坐、谈谈心，第一书记通过

“面对面”精准收集群众“急难愁盼”
问题，建立台账，会同村“两委”集体
会商研究，明确办理举措和完成时
限，逐项解决销号，小事当天解决，
大事公布进展，定期回访办理结果，
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看得见、摸得着。截至目前，富源街
道第一书记“三亮工作室”已收集村
民关于出行不便、土地流转、惠农政
策等问题6个，已完成办理5个，赢
得了村民的集体“点赞”。

“一直以来，我们都在探索第一
书记更好发挥效能的有力路径，‘三
亮工作室’给了我们有效直接的答
案。下一步，我们将用活用好‘三亮
工作室’，进一步提升服务群众能
力，全力做好农村党员能力素质提
升工作，为建设‘更好的富源’而团
结奋斗！”富源街道党工委书记郭良
询表示。

富源街道用活用好“三亮工作室”
提升“第一书记”为民服务水平，精准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韩店市场监管所开展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普法宣传活动

加大普法宣传力度 全面优化消费环境
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

讯员 霍广 车晓旭 报道）为进一步
宣传保护消费者权益法律法规，营
造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良好氛围，在

“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到来之
际，邹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韩店市
场监管所开展了以“优化消费环
境 提振消费信心”为主题的普法
宣传活动。

活动中，该所工作人员通过悬
挂横幅、发放宣传资料、接受群众
咨询、设置咨询台、投诉台和公平
称等方式，向群众宣讲《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等法律法
规，讲解消费者的基本权利、维权
方式和渠道，重点就消费者权益受
到侵害如何维权、网购代购出现的
各种风险等群众较为关心的问题
进行解答。

此次活动，让广大消费者深入
了解了更多权益保护及消费维权
知识，引导大家自觉树立科学、安
全、健康的消费理念，同时督促广
大经营者守法诚信经营，进一步优
化消费环境，促进消费增长。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隆
卫 通讯员 翟成新 胡建玲 报道）自
今年3月份开展“学雷锋月”以
来，阳信经济开发区迅速行动、多
措并举，积极推广“学雷锋”志愿
服务理念，壮大志愿者队伍，建成
48个学雷锋服务阵地，实现了学
雷锋志愿服务阵地全覆盖，开启优
化营商环境新篇章。

健全阵地，规范管理。阳信经
济开发区按照实际、实用、实效的
原则和“不求大而全、但求小而

暖”工作理念，科学规划阵地设
置，充分利用园区楼宇、党员活动
场所等，推进志愿服务阵地建设及
管理。目前，已建成“学雷锋驿
站”服务亭1处、“学雷锋驿站”
服务角47处，形成了覆盖广、立
体式的组织机构网络，为志愿服务
制度化提供保证。

完善机制，壮大队伍。目前，
阳信经济开发区共建立志愿服务队
伍23支。建立完善志愿服务培训
机制，加大志愿服务基本知识、基

本技能培训力度，提升志愿服务整
体水平。广泛发动广大党员干部、

“两代表一委员”、道德模范和企业
职工等群体，推进学雷锋活动常态
化，打造学雷锋志愿服务者的“经
开样本”。

开展活动，打造品牌。3月3
日，阳信经济开发区“学雷锋驿
站”启用，同时举办县直部门“助
企发展春风行动”，深入贯彻落实
县委“大干2023”暨“标准提升
年”动员大会精神，各志愿服务团

队扎根企业，定期开展主题鲜明的
各种服务活动，持续擦亮“学雷锋
驿站”服务品牌，让新时代的“雷
锋故事”在阳信经济开发区不断赓
续传承。

阳信经济开发区将持续强化党
建引领作用，把开展学雷锋活动与
优化营商环境、服务工业经济高质
量发展、助力企业做大做强相结
合，教育引导全区党员干部争当雷
锋精神的传播者、实践者，形成全
区向上向善的浓厚氛围。

阳信经开区建成48个学雷锋服务阵地
同时拥有23支志愿服务队，形成了覆盖广、立体式的学雷锋组织机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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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40东子线沾化河口界至沾化齐圈段大中修工程，全封
闭施工。所有车辆禁止通行，请过往车辆择路绕行。

道路施工给广大车主和群众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施工日期：2023年3月24日至2023年6月30日

滨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滨 州 市 交 通 运 输 局
2023 年 3 月 15 日

G340东子线沾化河口界
至沾化齐圈段绕行公告

2023 年 3 月

13 日，我辖区碣石

山镇冯家楼村张

传明到所称其于

2020 年 8 月 15 日在河北省海

兴县辛集村附近捡拾一女婴。收

养人：张传明。请孩子的亲生父

母或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与无

棣县公安局碣石山派出所联系。

联系电话:0543-6431110

联系地址:无棣县 236 省道

与 511 省道交叉口西北 140米

无棣县公安局碣石山派出所
2023年3月15日

寻找弃婴生父母公告

受有关部门委托，滨州产权交易拍卖
中心定于 2023 年 3月 23日上午 10时通
过中拍平台（http://paimai.caa123.org.
cn）对部分罚没黄金、纪念币、购物卡等资
产进行公开拍卖。

一、拍卖标的：①金条一宗，约410g，参
考价：159900元。②周大生金首饰两件，约
30g，参考价：11700元。③金银纪念币一
宗，共五枚，参考价：3139元。④购物卡一
宗，山东一卡通及银座购物卡共13张，参考
价：40460元。本次拍卖会贵金属已经过专
业机构检验，拍卖标的以竞买人现场看样
为准，详情请向本中心咨询。

二、竞买申请与登记：有意竞买者请于
2023年3月22日下午16时前将竞买保证
金（每参拍一个标的缴纳1万元）存入指定
账户（户名：滨州产权交易拍卖中心有限责
任公司 账号：15742101040006552 开户
行：农行滨州渤海支行），并于2023年3月
22日下午17时前持相关有效身份证件及
竞买保证金缴纳凭证到报名处办理竞买登
记手续，不成交保证金无息退回。

三、标的展示与咨询：2023年3月23日
前在标的所在地现场展示。

联系电话：
13705437965 0543-3387939
标的展示及报名地点：滨州市滨城区

黄河五路338号滨州日报社三楼。
滨州产权交易拍卖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3月15日

拍卖公告

受有关单位委托，我中心定于2023
年3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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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公开处置公务用车（别克牌）一宗，所
有拍卖车辆均不含号牌。自由报价期：
自2023年3月15日10时起，限时报价
期：自2023年3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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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3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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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3月20日-3月21日
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展示电话：15550600051（别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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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3月15日

国有资产处置公告

滨州日报/滨州网博兴讯（通讯
员 卢镜伃报道）为充分发挥文化志
愿服务在提升辖区基本公共服务满
意度中的作用，3月9日，博兴县博昌
街道举行社区文化节暨2023年新城
社区文化志愿服务活动启动仪式。

在文艺节目展演环节，舞蹈
《大秧歌》、京剧《四郎探母》选段、
吕剧《惠民政策谱新篇》、合唱《我
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腰鼓表演

《中国梦》、旗袍秀《拉萨夜雨》等
精彩节目先后上演，赢得现场观
众的阵阵掌声。

博昌街道将以此次社区文化
节为契机，紧紧围绕广大群众的精
神文化需求，进一步加强社区文化
阵地建设，壮大志愿服务队伍，积
极为群众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文
化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提高广大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博昌街道社区文化节启动

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
讯员 赵守达 报道）连日来，邹平
市青阳镇邀请有关农技专家深入
田间地头，开展“稳粮保供”春耕
春管农技服务专项行动。

活动中，农技专家分别从小麦
春季田间管理、麦田病虫害防治等
方面进行详细讲解，为帮助农户精
准做好病虫害防治、合理选药用药、

科学管理麦田提供专业指导服务。
目前正值春季田间管理的关

键节点，青阳镇将深入开展“稳粮
保供”春耕春管农技服务专项行
动，适时举办小麦春管田间课堂，
针对病虫害、干热风等问题，为农
户提供精准、科学的技术指导，真
正把农业技术服务送到田间地
头、送到群众身边。

青阳农技专家深入田间
指导农户做好小麦春管

无棣融川医药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年产200
吨洛索洛芬钠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已经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规定，现向公众公
开下列信息：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无棣融川医药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年产200吨洛索洛芬钠生产项目
建设单位：无棣融川医药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山东省滨州市无棣县新海化工产

业园无棣融川医药化工科技有限公司现有厂区。
建设性质：改扩建
建设内容：本项目在厂区闲置土地内建设洛

索洛芬钠车间，车间内包含一条200t/a洛索洛
芬钠生产线及配套溶剂回收等配套设施

建设规模：项目建成后年产200吨洛索洛芬
钠。

现有工程及其环境保护情况：无棣融川医药
化工科技有限公司现有项目为53吨/年原料药
及155吨/年医药中间体项目（法莫替丁双盐、法
莫替丁侧链、磺酰胺、二甲氨基硫代乙酰胺）和

45吨/年原料药建设项目（尼扎替丁、法莫替
丁）。生产法莫替丁双盐20t/a、法莫替丁侧链
15t/a、二甲氨基硫代乙酰胺25t/a、磺酰胺75t/
a、法莫替丁10t/a、尼扎替丁20t/a。

根据收集的企业自行监测报告，企业有组织
废气、厂界无组织废气、噪声等监测数据均满足
相应标准。

（二）无棣融川医药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200吨洛索洛芬钠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为：

链 接 ：链 接 ：https://pan.baidu.com/s/
1MYNTv5r_ZkDbMd7p1aQHSQ

提取码：d68n
二维码：

无棣融川医药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年产200
吨洛索洛芬钠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放置在无棣融川公司门卫处。公众可直接

前往该地址查阅纸质报告书。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

的公众主要包括拟建厂址所在的无棣县柳堡镇。
（四）参与征求意见的公众可通过以下方式

提出针对拟建项目的意见或建议：
1.填写公众意见表。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

接为：
http://www.mee.gov.cn/xxgk2018/

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
html

公众可按上述链接或扫描二维码下载公众
意见表，填写完成后可发送以下邮箱（公众也可
以直接向下述邮箱发送自己的意见）：

邮箱：15254378889@163.com
2.电话联系：
常总18053893818
3.发送信件：
山东省滨州市无棣县新海工业园 常洪林

（收）邮编：251906 电话：18053893818
（五）本次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2023

年3月9日至2023年3月15日，共5个工作日。

无棣融川医药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年产200吨洛索洛芬钠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开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