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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28日讯 (记者
王丽丽 通讯员 吴成波 刘
锡明) 近日，滨州市下发《市城
区城市管理综合整治实施方
案》，逐次整治乱搭乱建、露天
烧烤等，让城市管理有章可循。
同时，为了方便居民生活，今年
滨州市将会建设宣家、双庙刘
以及苏家三个农贸市场。

炎炎夏日，露天烧烤扰民
再次成为城市管理一大难题。
为此，滨州市城管执法局下大

力气，整治露天烧烤摊。按照
《滨州市城市容貌标准及考核
细则》的规定要求。烧烤区域会
严格划分为禁止区、允许区以
及严管区。禁止区域主要指主
要道路、重要区域，禁止区域内
严格控制沿街店铺，确保无露
天烧烤经营行为。次要路段、区
域将被有序规范，烧烤业户进
店、进院(烧烤大院或烧烤城)、
进市经营(烧烤或小吃夜市、一
条街)，并按照规定时间、规定

范围规范经营。
“露天烧烤的区域划分是

随着城市的发展而不断变迁
的。之前周边没有建筑小区的
露天烧烤，可能会在几年后因
为小区建成、烧烤扰民而被取
缔。”市城管执法局副局长李宝
和告诉记者。

同时，为创建国家生态园
林城市，将滨州打造成为全省
最洁净、靓丽城市，以目前普查
的问题清单为着力点，滨州市

城市管理委员会将大力整治城
区市容环境秩序，着力解决市
城区露天烧烤、占道经营、乱搭
乱建、乱摆乱放。

为了方便居民生活，记者
了解到，路边摊贩并不是一味
被取缔。“路边商贩的治理必须
采取疏堵结合的模式，依次被
取缔随之将会出现越来越多的
生活市场，目前，已经确定下来
的是宣家、双庙刘以及黄二渤
二附近的苏家这三个市场。”

红红色色档档案案进进校校园园，，缅缅怀怀巾巾帼帼英英烈烈
现场展出1946年惠民何坊牛茁村妇救会干部吴洪英烈士英勇就义的铡刀

本报5月28日讯(记者 王
璐琪 通讯员 闫慧 张蕾蕾)

27日，惠民县何坊街道办展
家小学的校园里坐满了学生，
他们认真听着关于1946年惠民
何坊牛茁村妇救会干部吴洪英
英勇就义的故事，这是惠民县
档案馆联合县老龄委、县关工
委共同举办的“档案进校园，银
龄颂党恩”专题活动，让红色档

案进校园。
“同学们，生的伟大，死的光

荣是毛主席为刘胡兰同志的题
词，而咱们惠民县也有一位刘胡
兰式的巾帼英烈，她就是1946年
8月31日，为掩护村农会干部，被
国民党还乡团土匪残忍刀铡三
断而牺牲的惠民何坊牛茁村妇
救会干部吴洪英。”惠民县档案
馆工作人员向同学们认真讲解

这红色故事，惠民县何坊乡展家
小学的学生们听得入神，还有的
学生手里拿着小本子，将这些故
事记录下来。

在6月9日“国际档案日”来
临之际，惠民县档案馆精心挑选
了吴洪英烈士英勇就义的铡刀
及部分渤海老区(惠民县)人民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珍
贵的步枪管、军毯、皮囊等实物

档案25件，反映惠民县各项事业
蓬勃发展的摄影作品45件，这些
物品将历史真实地展现出来，同
时也激发了学生对历史的兴趣。

对惠民党史有深入研究的
银龄志愿者李向阳在活动现场
为同学们做了关于吴洪英烈士
事迹报告，近210名中小学生在
这次参观实物展和听取报告中
了解了家乡人物。

工作人员展示吴洪英烈士英勇就义的铡刀。

““西西洽洽会会””滨滨州州企企业业签签约约11 .. 33亿亿
滨州与西部地区合作交流和经贸往来程度进一步加深

本报5月28日讯(通讯员
靳树海 徐国光 袁振鹏 记
者 李运恒) 5月22日至26日，
由国家发改委、商务部等16个
国家部委和31个省(区、市)人
民政府及新疆建设兵团共同主
办的第十八届中国东西部合作
与投资贸易洽谈会暨丝绸之路

国际博览会(以下简称西洽会)
在陕西省西安市举行。滨州三
家企业在会上与各地企业签订
合作协议总额达1 . 3亿元。

本届西洽会滨州市共有2
个展位、4块宣传展板，重点展
示了滨州市优秀企业的特色产
品、特色项目情况。经过与会代

表的共同努力，滨州市代表团
取得丰硕成果。山东志同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山东珍贝瓷业
有限公司、滨州中裕食品有限
公司在会议期间与西安等各地
企业达成贸易协议，合作协议
总额达1 . 3亿元。

会议期间，滨州市代表团

共发放了400余份投资宣传与
项目推介材料，接待了有投资
合作意向的企业代表，扩大了
滨州在西北地区的知名度和影
响 力 。通 过 参 加 本 次“ 西 洽
会”，滨州与西部地区合作交
流和经贸往来程度进一步加
深。

电电信信、、中中石石油油联联手手钜钜惠惠让让您您任任性性加加油油
本报5月28日讯(通讯员

倪丹 记者 李运恒) 滨州电
信为回馈广大新老客户，联手
中国石油山东滨州销售分公司
推出“加油1升 省1元”的钜惠
活动，截止时间为6月30日。中
石油滨州公司共有10座加油站
参与此次加油钜惠活动。

电信为回馈广大新老客户
推出最“省钱细则”，打造最“省

钱方式”。据悉，电信新老客户
乐享4G59元及以上套餐，即可
开通翼支付。加油最高1升降1
元的活动只限93#、97#汽油，
加油立返5 . 2%，每月加油限额
1000元。

以5月14日油价为例，以最
大返还比例计算，折合返还93#
汽油0 . 99元/升、97#汽油1 . 05
元/升。活动截止时间至2015年

6月30日，“加油1升省1元”钜惠
来袭，你还在犹豫什么？任性加
油新潮流，赶紧参与进来吧！据
悉，中国石油山东销售公司滨
州分公司共计有10座加油站参
与此次“翼支付”活动，滨城区
包括滨州黄河大桥北段向东2
公里南外环与东海一路交叉口
南侧、滨州220国道14K+600
(西)、滨州220国道14K+600

(东)、滨州220国道与滨大高速
交叉口以东路北、滨北渤海五
路(205国道)西、梧桐五路北；
邹平县包括黄山街道办事处邹
西路与南环路交叉口西南角、
邹平县月河六路与会仙三路交
叉口西南角；沾化区包括迎宾
路与滨孤路交汇处，滨孤路路
南、沾化国税局以东1000米、七
天酒店西对面。

邹平黄山街道计生

多举措提升工作效能

本报讯 为进一步增强为民服务
意识，邹平县黄山街道计生办多举措
改进干部服务作风，全面提高服务水
平。

该街道通过公开服务事项、工作
流程、办结时限等，定出服务标准和服
务承诺，采取佩戴工作证、发放服务卡
等，亮出干部身份，自觉接受群众监
督。对照工作规范和服务标准，开展对
标定位、岗位练兵活动，提升服务质量
和水平。开展文明服务、诚信服务、廉
洁服务、优质服务竞赛活动，人人争当
业务能手、争当服务标兵、争当满意公
仆。 (刘丽)

邹平黄山街道计生

营造计生新气象

本报讯 邹平黄山街道计生办立
足人口计生部门工作职能，以端正服
务态度、简化办事程序、提高行政效能
和服务质量为重点，强化服务，努力营
造文明计生新气象。

该街道要求计生工作人员牢固树
立群众至上、优质服务理念，充分尊重
育龄群众，满腔热忱地为育龄群众搞
好服务。对来计生部门办事的人员，做
到热情、周到、耐心、细致。进一步规范
计划生育行政执法工作，推行行政执
法责任制和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全
面推行服务承诺制度，计生工作人员
将各自的工作职责、服务内容、服务标
准、服务程序、办理时限和联系方式向
群众进行公开，方便群众办事。

(刘丽)

阳信洋湖乡计生

举办业务专题培训

本报讯 为提升全乡计生干部业
务素质、提升服务水平，近日，洋湖乡
组织开展计划生育业务知识专题培训
班，乡计生服务所人员、各村计生专干
参加了培训会。

培训通过计生办业务骨干宣讲、
现场答疑解惑互动、测评考试等方式
进行，重点对各种报表、生育保健服务
证、村工作室各种数据变换及流动人
口等方面知识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培
训，并进行了实际操作指导。在培训
中，计生干部认真听讲，主动提问，业
务骨干耐心解答，并在培训结束后进
行了统一测评考试，巩固学习成果，达
到了培训的预期目的。

通过培训，全体计生专干对计划
生育各项业务工作有了更深的了解，
进一步增强了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信
心，为科学、系统地做好全乡计划生育
工作，提升优质服务工作水平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

(张翠平)

本报讯 日前，无棣县碣石山镇
计生协组织工作人员在大山大集开展
计划生育集中宣传教育活动。他们采
取悬挂横幅、设立咨询台、发放宣传
单、向育龄妇女解答疑问等方式，将印
制的计生政策、法规、生殖健康、婚育
宝典等宣传资料发放到群众手中。

工作人员耐心向前来询问的群众
解释最新“单独二胎”政策，倡导树立
生男生女都一样，女儿也是传后人的
婚育新风尚，消除他们对人人可以生
育二胎的误解，大力宣传人口和计划
生育政策，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赵吉胜 朱树良)

碣石山镇积极开展

计生宣传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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