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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讯
员 李沫莹 报道）看着一排排刚种下
的红石榴树和饱含着对未来美好生
活期望的红色同心结，就读于好生
初中的侗族学生詹雅茹兴奋地说：

“我也认领了一棵小树苗，特别期待
我的小石榴树能快点开花结果。我
们各民族也一定会像石榴籽一样紧
紧抱在一起、团结在一起。”

近日，邹平市好生街道联合学
区开展了“我和春天有个约定——
栽下石榴树·同心一家亲”主题实践
活动，在“红石榴-幸福驿站”活动
区，各少数民族学生和汉族学生们
共同种下象征民族团结进步的石榴
同心树，系上同心结，大家忙得不亦
乐乎，不时传出阵阵欢声笑语。随

后，在援疆纪念树下，援疆老师王泽
银为同学们讲述了援疆故事，与同
学们分享了“泰山天山根连根 鲁疆
人民心连心”的感人故事。

据了解，好生街道共有12个少
数民族的68名在读中小学生。为
更好地将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融入学
校教学工作，好生街道以校园“红石
榴-幸福驿站”品牌创建为依托，以

“交流”“融合”“共享”为主题，定期
开展主题活动，不断推进民族团结
进步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相融
合，营造民族团结一家亲、人人争做
民族团结践行者的良好氛围。

好生街道党工委统战委员李宁
说：“‘民族团结+传统文化’进校
园，是我们近年来的工作重点，唯有

在日常教育教学工作中让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在青少年的心底扎下
根，引导不同民族间学生交流交融，
才能更好地增强学生维护民族团
结、促进社会和谐的责任感与使命
感。”

近年来，该街道通过“开学第一
课”全力讲好“民族团结课”、“共话
同心圆”主题班会课等形式，深入开
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活动，真
正将民族团结教育融入学校日常教
育教学之中。截至目前，共组织开
展各类活动80余次，参加学生、家
长达1300余人，打造出了较为系统
的校园民族文化活动品牌。汉族学
生和少数民族学生之间相互了解、
相互帮助，共同在心中播下“中华民

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种
子，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民族团结教
育，营造了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浓厚
氛围。

“近年来，在街道统战部门的指
导之下，我们学区通过组织开展各
种形式的活动，依托课堂教育，在常
规教学实施中渗透主题教育，推动
学校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育人主阵地，逐渐摸索出了有好
生特色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进学
校、进课堂、进头脑’经验。下一步，
我们要在全力做好教育教学的同
时，继续打造好‘红石榴-幸福驿站
’品牌，切实做好民族团结进步宣传
工作。”好生街道学区主任陈晓东
说。

同心共植石榴树 民族团结一家亲
好生街道联合学区开展民族团结主题实践活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水湾中学开展消防安全培训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
向春 通讯员 高海炼 王静 报道）为
切实提升广大教师消防安全意识
和自防自救能力，近日，无棣县消防
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应邀来到水湾镇
中学，开展消防安全培训活动。

主讲人结合学校和家庭火灾

特点，向老师们详细讲解了常见火
灾的预防和扑救方法、火场如何正
确逃生以及如何使用灭火器等消
防安全知识，引导大家要加强消防
安全知识学习，不断提高自防自救
能力，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

实操环节，在主讲人的指导
下，老师们先后拿起灭火器进行操
作，进一步提高实操能力。该校老
师纷纷表示，在今后工作和生活
中，一定将此次学习的内容加以消
化，全力把消防安全工作抓好、抓
实，防止各类火灾事故的发生。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城讯（通
讯员 张媛 报道）科学合理拟定用
编进人计划，充分发挥用编进人计
划调控导向功能，是解决编制资源
供需矛盾，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的有力举措。今年以来，滨城区
委编办建立健全“133”用编进人
计划拟定机制，合理配置用编计划
用途，更好地发挥编制资源使用效
益。

坚守“1条红线”。该办守牢
“严禁超编进人”这条红线，加大用
编进人调控力度，以编制员额和职
位岗位空缺为前提，统筹考虑现有
在编人员、领导职数等情况，确保
将用编进人计划用在“刀刃”上。

细化“3本台账”。该办建立
并维护好部门（单位）人员需求台

账、一般人员空编情况台账、本年
度人员退休台账“3本台账”。充
分利用台账数据精准掌握部门（单
位）人员情况，为科学拟定用编计
划提供数据保障，最大限度满足全
区重点行业领域及基层一线急需
紧缺人才的用编进人需求。

做好“3个统筹”。该办坚持
机关考试录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
进人主渠道，结合本地区编制总
量、实有人数等基本情况，统筹考
虑退役士兵、军转干部等政策性安
置，大学生士兵、免费医学生、免费
师范生、“三支一扶”等预留计划，
硕博人才、公务员招考、事业编招
考等公开招考3类计划，保障民生
领域和关键部位用编需求，充分发
挥用编进人计划杠杆作用。

滨城区委编办：

建立健全“133”机制
统筹调控用编进人计划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雪
鹏 通讯员 丁培乾 报道）2023年，
沾化区滨海镇聚焦区委“1126”工
作思路，锚定“鲁北产业高地 生态
富美滨海”发展目标，聚力攻坚“八
大突破提升”工程，以大干实干、真
干快干推动现代化滨海发展驶入快
车道，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宜商新滨
海。

抓落实，奋力实现“招商引资”
突破提升。精准绘制产业发展“全景
图”、招商引资“索引图”、重点项目

“补链图”，实现内资到位资金5亿
元以上，外资到位资金再有大幅提
升。积极对接区级部门，参加重点招
商活动，瞄准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
区域，组织领导干部主动外出招商
引资30次以上。坚持实施“突破海
上”战略，打造海水综合利用示范
区、新能源核心产业园、现代渔业
园、生态盐业园、港口物流园、海产
品加工园，形成“一区五园”招商平
台。

抓落实，奋力实现“优势产业”
突破提升。夯实一产，不断扩大土地
托管规模，力争年底托管规模达到
2.5万亩，水产养殖产量产值实现

“双提升”。壮大二产，打通制约项目
进展的核心问题，确保金盛海洋每
年6000吨溴素、丰广源、永盛光伏
二期等在建项目投运，推动拟投资
12亿元的共享储能、华能滨州新能
源等意向项目落地。做活三产，引进
投资1.7亿元打造滨海镇生鲜产品
交易市场，建设综合商业区、加工及
冷藏区等6大板块。同时，大力发展
电子商务，实现农特产品网上销售、
运营，锻造“养殖+加工+电商”全产
业链条。

抓落实，奋力实现“营商环境”
突破提升。全镇上下牢固树立“抓营
商环境就是抓发展”的意识，持续擦
亮“‘滨’宾有礼·‘海’好有你”便民
服务特色品牌，进一步减材料、简程
序、压时限，实现“就近办、立即办”。
落实科级干部帮包企业责任制，让
惠企政策在最短的时间落地见效。

抓落实，奋力实现“生态文明”
突破提升。坚持走绿色发展道路，持
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落
实河长制，常态化排查环境隐患。加
大生活污水处理力度，投资500余
万元，打造全区首个全镇区污水收
集治理工程。抓严秸秆禁烧，完成全

年“零火点”目标任务。
抓落实，奋力实现“镇村品质”

突破提升。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规范
化管理、季度观摩考评、成效巩固4
项机制，下足“绣花功夫”，创建精品
工程，塑造示范片区，以点带面促进
整体提升。依托文明城市创建、人居
环境整治等工作，高标规划、重点突
破，全面铺开美丽宜居村庄示范建
设，激活群众“向美向好”内在动力，
为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魅力滨海”
奠定坚实基础。

抓落实，奋力实现“民生福祉”
突破提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树牢群众满意导向，深入
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实践活
动。高标准建设电子阅览室，投用实
验学校塑胶操场，投资200余万元
扩建中心幼儿园，持续跟进学校膳
食条件改善。加强镇卫生院、村级卫
生室标准化建设，发展中医特色诊
疗，壮大基层医疗队伍力量，满足群
众医疗服务需求。常态化开展宣传
宣讲活动，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完成
灯光篮球场、多功能运动场等阵地
建设，让群众生活幸福指数更高。

抓落实，奋力实现“安全稳定”

突破提升。坚持底线思维，提高风险
预判和应对处置能力。准确把握疫
情防控形势，重点关注孤寡独居老
人、65周岁以上有基础病慢性病人
群，全力做好保障工作。开展安全生
产隐患排查，投用滨海镇模块化消
防站，提升镇域防灾减灾能力。完善
信访和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确保“雪
亮工程”在线率，健全农民工工资保
障制度，以镇域平安底色提升群众
幸福成色。

抓落实，奋力实现“党建统领”
突破提升。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精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滨海高
质量发展。深入推进“产业链党建”，
成立3个重点项目临时党支部，组
建5支为企服务队伍，推动产业转
型升级。优化基层治理，打造农村红
色网格，形成“人在网格走、事在网
格办、绩在网格评”的治理模式。强
化基层党组织建设，创新实施“四定
四促”工程，推进基层党组织晋位升
级。扛起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打造
市、区纪委“艰苦奋斗”共建基地，开
展违规违纪排查、“阳光报告会”、

“码上监督”等系列活动，将全面从
严治党推向深入。

滨海镇聚力攻坚“八大突破提升”工程
坚持“大干”开新局，全力建设宜居宜业宜商新滨海

近日，邹平市韩店镇组织
开展“爱滨州 学雷锋 献热血”
无偿献血主题实践活动。

该镇机关干部、卫生院医
务人员、学校老师纷纷响应号
召，积极行动，踊跃参与，以行
动彰显心灵之美，用奉献引领
时代新风。（滨州日报/滨州网
通讯员 霍广 摄影）

爱滨州爱滨州
学雷锋学雷锋
献热血献热血

滨州日报/滨州网沾化讯（通
讯员 赵晓东 侯文文 李岩超 报道）
为进一步做好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工作，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
进步的志愿精神，近日，沾化区海
防办事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织

开展了文明城市创建志愿服务活
动。

活动中，该区全体干部职工分
工合作、密切配合，对辖区内主要
道路、绿化带、小区楼道内的垃圾
进行全面清理，同时指挥车辆有序
停放，持续营造了一个整洁、舒适、
文明、和谐的生活环境。

海防办事处将依托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开展丰富多彩的志愿服
务活动，引导和带动居民支持创
城、参与创城，营造更加浓厚的文
明城市创建氛围。

海防办事处全体干部职工
参加文明城创建志愿活动

眼下，邹平市黛溪街道张高
村的杏花进入盛花期。在连绵起
伏的山坡上，一树树杏花竞相开
放，嫩白缀枝，香风漫野，还有
一些游客，身着汉服，或漫步其

中，或驻足赏花，共同交织出一
幅“满山春色秀 花开迎客来”的
美丽乡村画卷。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韩浩

邱宁 摄影）

满山春色秀花开迎客来

滨州日报/滨州网沾化讯（通
讯员 平宝莹 张迎先 李利 报道）近
日，沾化区下洼镇第一小学开展了
学雷锋主题教育活动。

该校举行主题升国旗仪式，该
校主要负责同志通过国旗下讲话，

号召全体学生用实际行动践行雷
锋精神、争做新时代好少年。各班
积极组织召开主题班队会，让学生
深入学习、了解雷锋感人事迹，掀
起“人人学雷锋”的热潮。

同时，该校少先队大队部组织
少先队员深入社区、街道，通过发
放宣传材料等形式，向群众宣传雷
锋精神，营造全民学雷锋的良好氛
围。

下洼镇第一小学开展
学雷锋主题教育活动

滨州日报/滨州网阳信讯（通讯
员 宋荣军 报道）3月6日至10日，
阳信县滨阳燃化有限公司招聘团
队，到黑龙江大学、东北农业大学、
黑龙江科技大学、沈阳理工大学、沈
阳化工大学组织开展校园招聘活
动。该公司共提供7类30个岗位，
共有180名本科和硕士毕业生与该
公司达成就业意向。

近年来，受多种因素影响，阳信
县各企业“招工难”问题尤为突出，
为此，今年2月份，阳信县人社局举
办“春风行动”线上线下大型招聘会
和人才政策宣讲会；3月8日，举办
妇女专场招聘会。同时，该局充分
用好用活“零工市场”做好招聘工
作，真正让企业“招工难”问题得到
较大程度解决。

为持续解决好工业企业招工用
人难题，阳信县人社局积极组织开

展入企调研工作，了解到滨阳燃化
有限公司对专业技术岗位员工需求
较大、岗位人员学历要求较高、本地
没有较为适合的高校能够满足公司
用工需求等实际问题，该局主要负

责同志向市人社局汇报后，决定组
织市内有需求的工业企业到东北高
校开展校园招聘工作。

招聘活动中，市人社局公共就
业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孙善军，积

极与各高校就业处负责人联系、洽
谈，黑龙江大学、东北农业大学、黑
龙江科技大学、沈阳理工大学、沈阳
化工大学5所学校共组织3000多
名2023年应届本科和硕士毕业生
参加招聘活动。参加招聘的优秀学
子们对各企业招聘公告中提供的工
作、生活、交通环境和工资、五险一
金、轮班、休假等待遇条件，进行了
详细询问；有的学生还对当地的房
价、医疗、教育等社会问题也很关
心，工作人员对他们提出的问题都
耐心作了解答。经过5天的洽谈，
共有180名本科和硕士毕业生与阳
信县滨阳燃化有限公司达成就业意
向。

下一步，阳信县滨阳燃化有限
公司将通过面试或面谈的方式，组
织开展好选人用人工作，为企业发
展奠定坚实人才基础。

阳信县滨阳燃化公司招聘团队到东北5所高校招聘

180名优秀学子与企业达成就业意向

滨州日报/滨州网高新区讯
（通讯员 初孟娜 报道）近日，高新
区小营街道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站），组织社会体育指导员成立
志愿服务队，开展“科学健身·文明
实践伴你行”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为乒乓球爱
好者耐心讲解、示范握拍、发球
等动作技巧，及时纠正大家的打
球姿势。志愿者们还用心指导群

众正确、科学地使用动感单车、
跑步机等室内健身器材，进一步
激发群众运动健身热情。

该街道将继续依托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站），以群众喜闻乐见
的体育赛事、体育活动为纽带，
为群众提供多元化体育运动指导
服务，推动全民健身工作有序开
展，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

小营街道开展志愿服务
激发群众运动健身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