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10月27日 星期一 编辑：燕晓光 见习美编/组版：孙慧娟
C03重点<<<<今 日 滨 州

市委书记张光峰致信全市环卫工人

市市容容环环境境凝凝结结着着环环卫卫工工汗汗水水

市委副书记、市长崔洪刚与环卫工一起欣赏环卫摄影展。 本报记者 王领娣 摄

本报10月26日讯(通讯员
时燕 记者 王领娣) 24日，在
山东省第二十届环卫工人节到来
之际，本着“表彰先进、展示成绩、
勤俭节约”的原则，全市表彰了十
佳环卫工人，并举办了城乡环卫
一体化工作成就展、最美环卫工
人摄影展。市委副书记、市长崔洪
刚宣读了中共滨州市委书记张光
峰致全市环卫工人的一封信。

张光峰在信中写道，长期以
来，广大环卫工人起早贪黑、披星
戴月，用脚踏实地的工作和勤勤
恳恳的劳动，为滨州广大城乡居
民营造了一个整洁、舒适、优美的
工作生活环境，在平凡的岗位上
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特别是在
滨州市巩固国家卫生城市、省级
文明城市成果，创建国家园林城
市，推进城乡环卫一体化和村庄
净化等一系列重点工作、重大活
动中，环卫工人更是顾全大局、不
畏艰苦，夜以继日、辛勤工作，为
滨州赢得了荣誉，增添了光彩。

“滨州良好的市容环境凝结着每
一名环卫工人对家乡深沉的热
爱、对岗位高度的负责，凝结着每
一名环卫工人辛勤的汗水、无私
的奉献。市委、市政府感谢您们，
全市人民感谢你们！”

马涛、张翠兰、李向元、张学
锋、韩新忠等12位环卫工人受到

表彰，他们分别从事环卫行业的
不同职位，但都在平凡的工作岗
位上绽放着光彩。

1 9 5 0年出生的李向元是
一名64岁的普通农村人，他是
此次被评为的十佳环卫工人
之一。2 0 0 3年，滨州经济开发
区环卫正式成立之时他选择

了平凡而崇高的环卫清扫岗
位，这一干就是1 1个春秋。11
个年来，李向元任劳任怨，埋
头苦干，不怕脏和累，清扫着
城区街道，对于市民随手乱扔
垃圾的行为，他言传身教引导
市民爱护自己生活的家园。

“我就想大家能少仍垃圾。我

们把地清扫干净，让这个城市能
够干净一些，美丽一点。”尽管一
天到晚尘土满身，但他的想法简
单朴素，用五尺扫把在大街上谱
写了一曲以艰苦的劳作和辛勤的
汗水给市民群众创造一个整洁舒
适环境的爱岗敬业、无私奉献者
之歌。

首届“滨州友谊奖”颁奖暨引进国外智力工作座谈会召开

1122名名外外国国专专家家获获““滨滨州州友友谊谊奖奖””
本报10月26日讯(通讯员

孙玲燕 记者 王晓霜) 24日
上午，首届“滨州友谊奖”颁奖暨
引进国外智力工作座谈会召开，
市委副书记、市长崔洪刚接见了
外国专家，并向专家代表颁发了
首届“滨州友谊奖”荣誉证书。

座谈会上，不少外国专家发
表感言，表达了自己对滨州的感
情。在滨州学院工作的埃及老师
赵爱国先生表示，自己第一次来
滨州时只想在滨州停留1—2年，
但现在已经在滨州待了将近10
年。“我每次离开滨州就会感觉失

去了什么，但当我回滨州之后这
种感觉就回到我的身上了，这就
是家的感觉。”赵爱国说，这个颁
奖让他感觉自己已经成为了滨州
人。

在邹平顶峰热电有限公司工
作的泰国专家廖毅成先生特意用
中文表达了对滨州的感情。他说，
这些年多次到访滨州，热情好客
的滨州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滨州是座历史文化名城，她
深厚的历史深深地吸引了我。”廖
毅成表示，在这里，他结识了非常
优秀的合作伙伴，西王集团和齐

星集团，“滨州和谐的投资环境让
我们有信心把企业做得更大更
强，与滨州共同成长。”

市委副书记、市长崔洪刚代
表滨州政府和全体市民向荣获

“滨州友谊奖”的外国专家们表
示祝贺，并感谢各位专家为推动
滨州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

“滨州去年GDP完成2156个亿，财
政收入完成170个亿，我们盘点这
些成绩的时候不会忘记外国专
家做的贡献。”崔洪刚希望各位
专家一如既往地为滨州经济社
会发展做出新的贡献。同时，滨

州市也要为外国专家创造好的
环境，信任他们并支持他们的工
作，解决好他们所需要的工作条
件，做好生活服务，希望外国专
家工作之余可以参加滨州的文
化体育活动，能在滨州有“第二
故乡”的感觉。

2013年，滨州市政府正式设
立“滨州友谊奖”，是市政府向在
滨州工作的外国专家授予的最
高奖项。这也是滨州首次评出

“滨州友谊奖”，首次共有12位外
国专家获奖。

厨厨都都迎迎来来第第九九届届国国际际厨厨具具节节
吸引来自全国的1500多家企业参展，创历史新高

本报10月26日讯(见习记者
王芳) 26日，第九届中国(博

兴)国际厨具节在中国厨都———
山东兴福澳博厨具商城会展中
心隆重召开。展会为期三天，吸
引了来自全国的1500多家企业
参展，创历史新高。

中国厨都——— 山东兴福是
国内最大的不锈钢厨房设备生
产基地，拥有厨具加工企业3000
多家。本届厨具节本着办成国内

最专业、世界规模最大、产品种
类最多的不锈钢厨房设备及酒
店用品展览会为原则，在社会各
界权威机构及众多厂商的鼎力
支持下，吸引了约300000名专业
观众前来参观、采购。展馆分为
A馆及A室外，B馆及B室外，C馆
及C室外，广场区、国际馆、中心
展区、澳博路展区、A—B展区。

厨具节现场吸引了来自全
国的经销商,各种特色厨具展位

前挤满了咨询的客户。记者在位
于C馆的一个餐桌展区采访到
了专门从江苏徐州赶来的刘先
生。“10月份来咱们厨都兴福参
加厨具节早已是我们行业内企
业年度计划的一项重要内容，为
了能及时赶来，我们昨天就出
发，开车六个多小时才赶到。因
为咱们这个厨具节现在是全国
规模最大、参展效果最好的一个
专业不锈钢厨房设备及用品展

览会。”刘先生说他们来这里不
但能够参观、采购到令他们满意
的产品，还能够借助这个平台，
认识来自全国各地乃至国际上
的业内客商，促进交流贸易。

经过九年的努力，厨具节的
举办模式已经越来越成熟。前来
参加布展的金源餐桌椅总经理
高向军兴高采烈地说，“第一天，
我的订单采购量就比去年增加
了20%左右。”

国考涉滨职位5311人报名

国国税税最最热热，，一一职职位位考考录录比比为为11000044：：11
本报10月26日讯(记者 王

领娣) 2015年国家公务员考试
报名自2014年10月15日8:00开始
至24日18:00结束，截至24日17:
30，滨州地区国家公务员共5311
人报考，考录比例为89:1。合格人
数 最 多 的 是 职 位 代 码 为
701139003的沾化县国家税务局
税收宣传、文秘写作职位，考录比
例为1004:1。

与往年相比，2015年国家公

务员考试报名仍旧冷热不均，职
位代码为701138001的沾化县国
家税务局职位，从事人事管理、教
育培训、行政管理，招聘1人，要求
人力资源管理、工商管理、行政管
理及相关专业，大专或本科，学位
以及政治面貌等无要求，报名合
格人数为787人。沾化县国家税务
局职位代码为701139003的职位
招聘1人，报名合格人数为1004
人，主要从事税收宣传、文秘写作

工作，专业要求为汉语言文学、汉
语言、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
广播电视编导及相关专业，本科
(仅限本科)，政治面貌以及基层
工作最低年限无限制。这两个职
位堪称今年最热的职位。合格人
数前10名的职位中有9个职位为
国家税务局职位，这几个职位最
高要求为本科及以上，除了对专
业、学历、学位设置限制外，其余
无要求，且均标注为单位不提供

宿舍，最低服务期5年。
而职位代码为1101228003的

滨州黄河河务局滨城黄河河务局
工程管理科堤防工程技术管理职
位报名合格人数仅3人。记者了解
到，这个职位招聘1人，要求水工
结构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水力学
及河流动力学专业，学历要求研
究生(硕士)及以上，学位为硕士，
其余无要求，但最终仅有3名合格
人数。

滨州邮政荣获

全国满意企业

邹平县码头镇

预防出生缺陷
本报讯 近日，邹平县码头镇

在全镇范围内开展了“预防出生缺
陷从婚检开始”为主题宣传活动。

该镇通过悬挂宣传标语、设立
咨询服务台、更新宣传栏、制作展
板、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宣传有关

“出生缺陷预防”的内容，讲解优生
优育知识，让免费婚前检查的好政
策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最大限度
提高群众的参与度。

镇计生办组织有关人员进村
入户调查摸底，确保符合条件人员
村不漏户，户不漏人，详细登记建
册，并建立婚前检查信息资料库，
一村一电子表，将参加婚前检查人
员详细情况及时反馈给行政村，以
便村下一步工作。(李秀滨)

阳信翟王镇开展

计生药具员培训

本报讯 为提高计划生育药
具总体管理水平和计生药具管理
员的业务素质，阳信县翟王镇计生
办定期对镇村两级计划生育药具
管理员进行培训，计划每季度培训
一次。

近日，翟王镇计生办对全镇药
具管理员进行了第一期培训。这次
培训就计划生育药具基层规范化
管理、药具进出库管理、药具的咨
询服务与随访技巧进行了培训。同
时，讲解了避孕药具的避孕原理、
使用方法、禁忌症及注意事项等。
培训中，强调药具管理员要认清目
前计划生育药具工作面临的新形
势、新要求和新任务，对药具管理
员提出的更高新要求。

此次培训内容丰富，方式灵
活，指导性强，参训人员提高了认
识，明确了工作任务和目标，掌握
了管理和服务技巧，增长了业务知
识和素质，有利于进一步规范翟王
镇计划生育药具管理与服务工作，
摸清基层计生信息、药具信息、流
动人口信息的情况。(韩娟 王康)

本报10月26日讯(通讯员 王
诗坤 记者 刘哲) 近日，山东省
邮政公司滨州市分公司被中国邮
政集团公司评为“全国邮政用户满
意企业”，全省仅有两家邮政企业
获此殊荣。滨州邮政通过多种措施
加强服务，赢得了用户认可，最终
夺得此项荣耀。

首先，滨州市邮政部门致力于
基础服务设施的不断完善，围绕全
市126个邮政服务网点，逐渐打造
起了联系社会各个方面的信息交
流、物品传递、资金融通的综合性
服务平台。

其次，滨州邮政部门着力推进
邮政服务三农工作。在全市建立起
1506个“三农”服务站，形成了遍布
城乡、覆盖全市的“市-县-乡-村”
四级物流配送网络。

此外，滨州邮政坚持通过常规
检查与集中整治相结合，曾组织

“服务质量暨安全生产提升月”等
活动，并建立了市公司监控中心，
对全市服务安全情况进行实时监
控。

为了进一步拓宽监督渠道，滨
州邮政还聘请社会监督员18名，并
通过向社会各界发放邮政服务质
量征询意见函等方式，加强与用户
沟通，征集用户意见，改善邮政服
务，赢得了用户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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