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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讯 (记者 张子
强 通讯员 赵若林 赵园园 报道)3月
28日至 29日,山东省农业农村厅

“好品山东”北京营销推介活动在中
国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我省16市的
87家涉农企业参加展会,滨州、济
南、德州三市做典型发言和专题推
介。

据了解，我市中裕食品、西王集
团等9家农业企业、85种品牌农产
品参加展示展销取得丰硕成果。山
东省农业农村厅有关领导到滨州展
位参观时,对我市发展特色优势产
业、培育优质品牌产品、打造特色农
业品牌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会上,我市农业农村部门积极
宣传推介“食域滨州”区域公用品
牌,详细介绍了“食域滨州”品牌的
来历、现状、前景,并从区位优势、产
业优势、产品优势三个方面解读了

“食域滨州”的发展优势,从食域、生
态、高效、文化四个方面诠释了品牌
价值,还重点介绍了沾化冬枣、滨州

对虾等品牌农产品,切实提升了“食
域滨州”品牌影响力及滨州优质农
产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同时,我市9家参展企业在现场

大力推介自身优质产品,吸引了众
多参展客商和北京市民前来品尝体
验,并取得了一定的现场销售业
绩。各参展企业积极与参展商加强

交流洽谈,开展业务合作,4家参展
企业与外商达成合作意向,意向金
额1500余万元；3家参展外商确定
近期到滨州考察对接；内蒙古“农优
链”农产品品牌运营商与“食域滨
州”品牌运营中心达成线上营销合
作协议,计划4月份到滨州考察合作
事项。

展会期间,我市积极联系各类
媒体进行采访报道。市农业农村局
副局长任炜义接受人民网、山东电
视台记者采访,重点介绍了滨州市
粮牧渔果菜菌六大优势特色产业和
三大国家级优势产业集群的发展成
绩,详细介绍了沾化冬枣、阳信鸭
梨、滨州对虾、鸿安牛肉等优质品牌
农产品的迷人美味,欢迎全国客商
到滨州投资兴业和洽谈合作。西王
集团等五家参展企业接受多家国
家、省级媒体采访,分别介绍了本企
业的品牌产品。截至29日,我市参
展情况已被报道或转载超过1600
次。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胡旭阳
通讯员 封姗姗 报道)3 月 27 日上
午,滨州市高校“大思政课”文化遗
产教学实践活动首站前往临淄南马
坊战国大墓、临淄大杨村北遗址两
处考古工地,让大学生们近距离接
受考古学教育，“沉浸式”学习考古
知识，直观感受文化遗产魅力。

本次活动由滨州市文化和旅游
局主办,市文物保护修复中心、滨州
学院、滨州医学院、滨州职业学院承
办,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协办。
来自滨州学院、滨州医学院、滨州职
业学院三所高校的120余名学生,
在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人员
的带领下,分别参观了位于临淄的
两处考古工地——临淄南马坊战国
大墓、临淄大杨村北遗址。

据了解,临淄南马坊大墓规模
宏大、建造考究、装饰华美,是目前
山东地区正式发掘的规模最大的东
周时期墓葬。临淄大杨村北遗址出
土了从北朝到元代序列完整的瓷器
标本,数量丰富,为研究淄博窑瓷器
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在这次考古之行中,学生们都
被东周时期墓葬的规模深深震撼,
在考古专家的讲解下学习了墓葬结
构、车马坑、窖藏等考古学知识,初
步了解了齐国的丧葬仪节、建筑形

态以及手工业生产技术发展状况。
学生们通过近距离接触陶、瓷等考
古出土器物,了解了器物烧造工艺,
感受手工技艺的魅力、文化传承的
活力,增加了学生们对考古的关注
和兴趣,增强了大家的文化自信和
民族自豪感。

今年2月份,在滨州市文化和旅
游局的倡议下,我市成立了由滨州
学院、滨州医学院、滨州职业学院、
渤海革命老区纪念园、高家渡革命
历史展览馆等单位组成的滨州市高
校“大思政课”文化遗产实践教学联
盟。该联盟是认真贯彻落实教育部

等十部门共同印发的《全面推进“大
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的重要举
措,将配合各高校的思政课程,定期
组织开展专题讲座、参观研学、志愿
服务等实践教学活动,发挥社会大
课堂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共同推
动我市高校“大思政课”建设。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 (记者
房艳梅 通讯员 赵园园 报道)3月
29日,全省农业科教生态工作会
议在淄博市召开。会议回顾总
结了2022年全省农业科教生态
工作情况,安排部署了2023年
重点工作任务,并实地参观了农

业农村智慧大脑综合服务平台
等现代农业示范点。

会上,济南、青岛、烟台、淄
博、滨州、济宁、德州、聊城八市
做了典型发言。我市主要从构
建科研创新新机制,推动产学研
深度融合;构建农技推广新机
制,推动新技术落地落实;构建
农民培育新机制,推动主力军快
速壮大;构建生态保护新机制,
推动高质量健康发展等四个方
面,汇报了在农业科教生态工作
方面的创新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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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博兴讯(通
讯员 赵辉 张安然 报道)3月 24
日,滨州市红石榴青少年宣讲团
成立大会在博兴县第一小学学
术报告厅举行。

会议为博兴县第一小学颁
发了红石榴青少年宣讲团牌匾，
为青海省海北州祁连县默勒镇
寄宿制民族小学挂职县第一小
学副校长哈林顺颁发了《滨祁民
族团结友谊使者》证书,哈林顺
献上洁白的哈达作为答谢。

红石榴青少年宣讲团成员
张文轩、傅子家分别进行宣讲,
表示将共同用心、用爱,去传承
各族人民一家亲的传统,不断谱
写民族团结事业的新篇章,时刻

准备着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
智慧和力量。

最后,全体领导和师生共同
高唱歌曲《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
朵花》,表达了对促进民族团结,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决心。
会后,与会人员还参观了该校中
医药馆、学林馆、生态馆等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体验基地。

据了解，博兴县第一小学高
度重视民族工作,积极开展线上
视频连线、“书信手拉手”等活
动,架起了汉族和维吾尔族、藏
族等各族小朋友间友谊的桥梁,
在他们幼小的心中播下民族团
结的种子。

下一步,红石榴青少年宣讲
团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开展民族
团结系列活动,进一步激发少年儿
童爱党、爱国的热情,更好地促进
民族团结进步,让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更加有形有感有效。

滨州市红石榴青少年宣讲团
成立大会举行

“沉浸式”学习考古知识 直观感受文化遗产魅力

滨州高校大学生“大思政课”上到考古现场

滨州在全省农业科教生态
工作会议上作典型发言

滨州9家企业亮相“好品山东”北京营销推介会
吸引众多参展客商、北京市民和媒体的广泛关注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张
子强 通讯员 刘非 报道)为做好
世界纪念日科普活动,3 月 26
日,市气象局举行了开放日活
动,积极向市民科普气象知识。

当日,前来参加开放活动的
市民饶有兴趣地了解了人工影
响天气作业高炮和火箭基本情
况,参观了移动气象台和气象监

测设备，听取了气象日主题讲座
并观看了气象知识宣传片。

据悉,3月23日是第63个世
界气象日,今年世界气象日的主
题是“天气气候水,代代向未
来”,为此,市气象局还积极采取
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开展了气
象知识竞赛、气象作品展示、气
象科普进社区等宣传活动。

市气象局举行开放日活动
市民零距离感受气象奥秘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任斐
报道)近日,记者在市政府新闻办
组织召开的“成就企业家梦想行
动”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四场
——市政法系统专场上获悉,全
市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树牢“让企
业和企业家舒服”理念,聚焦聚
力企业发展所需所盼,全面实施
《全市公安机关护航成就企业家
梦想持续优化营商环境20条措
施》,以助力企业家圆梦服务高
质量发展,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
发展格局。

擦亮平安“金字招牌”,全力
保护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
针对涉及企业和企业家的各类
违法犯罪,提高受案审查效率,
健全快速办理机制,及时组织多
警种同步上案、领导包案、专案
专办,涉企黑恶案件一律提至市
级公安机关侦办,依法快侦快破
快处。对企业行政违法行为,落
实“轻微不罚”“首违不罚”。依
法慎用涉企案件强制措施,保障
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常态化打
击涉企经济犯罪,为企业发展提
供安全稳定的市场秩序。

筑牢护企“风险屏障”,全力
创建企业安全健康发展环境。
主动对接重点项目、企业,搭建
警企服务直通车,深化高级警长
驻企、“一企一警”服务,在全市

162家营收超10亿元企业、35个
省重大项目设立警务联络员,靠
前一步推动解决影响企业发展
和项目建设的难题。常态加强
企业周边治安管控和巡防守护,
跟进落实交通安全、网络安全、
反诈防诈“入企”服务,持续强化
新业态、特种行业规范管理和企
业内部安全防范,推行驻外项目
警务联络官制度,围绕涉海企业
安全设置海防联勤工作站,及时
发现、积极化解、稳妥处置影响
企业发展的各类不安全、不稳定
风险因素。

畅通便企“绿色通道”,为企
业和企业家提供贴心暖心服
务。公安户政、出入境、车驾等
服务窗口全面落实首问负责、一
次告知、限时办结、容缺受理制
度,高频服务事项“免证办事”

“一码通行”。设立“助企户籍服
务专员”,“点对点”“一对一”为
涉外企业、外籍人才提供专项服
务。加强城市道路交通精细化
管理,解决好企业和群众反映强
烈的行车难、停车难等问题。放
宽城市货车通行路权,保障物流
配送货车高效通行。发挥“滨州
微警务”作用,依企需求拓展应
用,精准提供网上便捷服务。完
善涉企投诉评价闭环机制,实现
公安监管“无事不扰”。

我市公安机关出台20条措施
助力企业家服务高质量发展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今沾化区
一带就有人以煮盐为业。唐朝时在
今日的沾化古城,即旧沾化县城处
设招安镇,宋朝庆历二年(1042年),
升镇为县,沿名招安县。因为县名
不雅,金朝明昌六年(1195年)更名沾
化县,取义于汉朝渤海太守龚遂治
理渤海郡时,“海滨之民,复沾圣化”
的意思。

宋朝大观二年(1108 年),皇帝
赐滨州“渤海郡”名号。明朝时,滨
州知州衙门大堂牌匾的匾额曾题写

“绍龚”,即继承和发扬汉朝渤海太
守龚遂勤政爱民精神的意思。

龚遂,字少卿,生活在汉武帝至
汉宣帝时期,是山阳郡南平阳县,即
今天的山东省邹城市人。龚遂因为
通晓儒学做了官,为昌邑王刘贺的
郎中令。刘贺是汉武帝刘彻的孙
子,他放荡成性,行为多不端。龚遂
性格刚毅,为人正直,他内谏昌邑
王,外责傅相,每次进谏,他都引经
据典,陈述利害,晓以大义,讲到伤
感之处,甚至痛哭流涕。龚遂当面
指责昌邑王,言辞非常激烈,有时竟
使昌邑王捂着耳朵边跑边喊:“郎中
令羞辱人!”昌邑国中的人也都畏惧
龚遂。昌邑王常与身边的拍马溜
须、谄媚之徒在一起厮混,饮食无
节,赏赐无度,致使封邑内政务不
兴,府库空虚。龚遂晋见时,满眼含
泪,用膝盖前行,左右大臣们也都感
动得流泪，他请求为昌邑王选拔儒
学高深、品德高尚的人侍奉左右,造

成书香气氛浓厚、彬彬有礼的环
境。昌邑王答应后,龚遂挑选郎中
张安等10人入宫陪伴大王,可是,仅
仅几天,就被昌邑王统统赶走了。
从此,昌邑王愈加肆无忌惮,昌邑国
岌岌可危。

公元前74年,汉昭帝崩逝,无子
承嗣,大司马、大将军霍光等共立昌
邑王刘贺为皇帝,原昌邑王府属官
皆随京供职。刘贺被立为天子之
后,更加骄奢淫逸,置国家大事于不
顾,每天与近臣饮酒作乐,观看虎豹
争斗,从车如云,到处胡作非为。昭
帝生前刚刚开始复兴的西汉王朝又
面临严重的危机。龚遂目睹这一
切,甚为焦虑,多次进谏,刘贺根本
不予理会。龚遂又去拜见了原昌邑
王相、此时升任长乐卫尉的安乐,声
泪俱下地劝安乐无论为己为国都应
竭尽全力对刘贺犯颜直谏。不出龚
遂所料,昌邑王即帝位仅27天,就被
霍光等辅弼大臣以“淫乱”的罪名废
黜了,同时迎立自幼长在民间的刘
询为帝,是为汉宣帝。原昌邑群臣
因纵容昌邑王纵欲无道而被杀的多
达200余人,只有龚遂和中尉王阳
因曾多次诤谏被免除死罪,但龚遂
仍被处以剃去头发的髡刑,罚作城
旦,服刑4年,主要是做修筑城墙等
苦役,成了昌邑王的牺牲品。

宣帝即位不久,渤海及其临郡
一带即今渤海湾西南岸地区发生严
重饥荒,地方官不体恤民情,逼得部
分百姓聚而为盗,社会治安混乱。

宣帝为此寝食不安,下诏选拔德才
兼备的能人来治理,丞相、御史向宣
帝举荐龚遂,于是皇帝任命他为渤
海太守，又格外赏赐他黄金等物品,
并派遣专门的驿传马车送他赴任。

龚遂正式走马上任。渤海郡中
的官员听说新太守来了,带领军队
到边界进行迎接和保护,龚遂把所
有的官员和队伍全部劝回。他感到
事态严重,立即下令所属各县,将专
门负责捕捉盗贼的机构全部撤销,
宣布凡是拿着锄头、镰刀等农具的
人都是良民,官吏不得随便查问;禁
止百姓携带兵器,违者以盗贼论
处。做了部署后,他才独自乘车来
到郡府,郡中一片平和的气氛。许
多百姓听到新太守的教令,见官府
不以兵革胁迫,纷纷弃弓弩刀枪而
持锄镰,旬月之间,那些打家劫舍的
所谓盗贼也弃恶从善,大部分人又
回到了土地上,大家都安居乐业。
接着,龚遂开仓济贫,选用廉吏,惩
处贪官,安抚民心,于是,渤海全境
安定,秩序井然。

龚遂发现渤海一带继承齐国的
传统,风俗很是奢侈,喜欢从事商业
活动,而不爱从事农业生产,他就鼓
励百姓从事耕作和桑蚕养殖业,带
头实行勤俭节约的作风。除以身作
则外,龚遂还推行法令,规定郡内每
人必须种1棵榆树、100棵薤菜、50
棵葱、1畦韭菜,每家必须养2头母
猪、5只鸡。有的百姓不安心生产,
佩剑带刀,龚遂就劝他们卖掉刀剑,

买来耕牛。龚遂还规定,春夏农忙
季节农民不得离开土地,秋冬季节
要把劳动成果收获好、贮藏好,他还
鼓励农民多采集菱角、芡实等以备
荒年。仅几年的时间,在龚遂的治
理下,渤海郡中百姓家家都有了积
蓄,官吏和百姓都很富足殷实,犯罪
和打官司的人寥寥无几,渤海大治。

数年后,因为政绩显著,汉宣帝
特派使者到渤海郡召龚遂回京任
职。龚遂既能干又诚实,宣帝很想
重用他,拜他为公卿,但是,因为龚
遂年龄太大了,不能太操劳,于是就
任命他为水衡都尉,任命王生为水
衡丞,以示表彰。水衡都尉掌管上
林苑皇家园林,管理宫廷殿堂事
务,负责宗庙祭祀,职位清贵,是皇
帝的近臣,很得宣帝的尊重和亲
近。不久,龚遂以 80 岁的高龄病
逝于任上。

龚遂一生以刚直不阿,勇于诤
谏,为政清廉而闻名。他关心民众
疾苦和国家兴亡,为国家安定,人民
乐业做出了贡献,受到人民的敬重,
后世把他与黄霸作为封建“循吏”的
代表,合称为“龚黄”,是对他一生的
褒奖和肯定。

“龚黄”是封建时代廉洁勤政、优
秀地方官的代名词,是楷模,而龚遂
正是我们滨州最优秀地方官的代表。

作者单位:中共滨州市委党史研
究院(滨州市地方史志研究院)

原文采自《滨州百名历史人物》,
略有修改。

渤海太守龚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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