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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滨州

阳信洋湖乡计生办
提高计生统计质量

本报讯 近日，阳信县洋湖
乡计生办狠抓计生统计质量，做
好计生规划统计工作，为2014年
的计生统计工作打好坚实基础。

一是加大培训。定期对统计
人员、网长、计生专干进行业务知
识培训，使相关人员熟练掌握统
计原则、统计方法，提高统计准确
率。二是做好信息录入工作。计生
统计人员对每月报表中婚、孕、育
及节育措施进行统一核对，对存
在不符的要求各专职主任进行统
一核实，提高信息上报准确率。三
是认真核实统计信息，确保统计
准确率。乡计生统计站将WIS和
流动两个系统的花名册打印发给
各村，要求网长、村专职主任认真
核查，并逐一做好登记，及时进行
系统修改、添加。四是计生负责人
将相关信息及时上报，确保上报
准确性。分管领导对每月报表中
的数字做到亲自核实，进一步增
强统计上报的准确性、真实性、及
时性。 (通讯员 张翠平)

滨城供电敲响
节前廉洁自律警钟

本报讯 春节将至，为营造
清正廉洁的节日氛围，国网山东
滨州市滨城区供电公司采取有效
措施，充分利用通讯平台，向干部
职工发送廉政短信。同时，公司要
求广大干部职工要认真贯彻中央
八项规定，自觉树立廉政为民的
良好形象，筑建干部员工反腐倡
廉的思想防线，确保春节期间的
党风廉政建设。 (通讯员 张真)

细化优质服务流程
积极做好春节保电

本报讯 为使全县人民过上
一个快乐、安全的“春节”，博兴供
电细化优质服务流程，制定出一
套切实可行的保电方案。

深挖服务项目短板，深化优
质服务常态机制，高度重视高危
用户及重要用户的隐患排查治理
工作，确保重要用户和居民生活
安全、可靠供电。严格履行供电服
务“十项承诺”，落实好首问负责
制。认真做好客户投诉、举报事件
的处理。牢固树立“你用电、我用
心”和高度社会责任感，深刻认识
供电服务无小事的道理。(王子民)

沾化供电服务
春节“返乡潮”

本报讯 连日来，为有效应对
春节期间“返乡潮”，确保返乡务工
人员第一时间用上“放心电”、“暖
心电”，国网沾化县供电公司组织
各基层供电所开展“将服务送到
家”活动，实现供电服务关口前移，
为返乡人员用电提供便捷服务。

活动期间，该公司各基层供
电所已累计发放“包保服务联系
卡”14 .5万张，提供上门服务300余
次。随着春节的日益临近，返乡高
峰期的到来，该公司将积极为返
乡务工人员“送电力、送技术、送
服务”上门，全力做好供电保障和
优质服务工作。(通讯员 董丽丽)

本报1月23日讯(通讯员
宋炳茹 孝庆山 记者 杨青)

春节临近，为应对节日期间
猛增的用电负荷，保障全市用
电安全。近日，滨州供电公司全
面研究部署，建立市县乡村四
级服务包保体系，全力备战春
节保电。

23日上午，滨州市滨城区
梁才街道办事处小辛庄里，梁
才供电所的几位员工正在紧张
有序地施工。梁才供电所所长
赵晓军告诉记者，他们正在为
村庄更换变压器，“春节期间，
很多外出的农民工返乡，村庄
的用电量肯定会有大幅增加，
原来的30千伏安的变压器已经
不能满足村民用电需求，我们
现在给村庄更换成100千伏安
的变压器。”

据了解，小辛庄目前共有

村民86户238人，春节期间大概
有近60位外出务工人员返乡。
和小辛庄情况类似的村庄还有
很多，为了给集中返乡的农民
工提供周到的供电服务，滨州
供电公司制订落实整改措施建
立返乡农民工档案，详细列出
每名返乡农民工的家庭住址、
返乡时间、家庭人口、需增低压
用电负荷及配电容量，一旦接
到返乡农民工用电需求，第一
时间上门服务。

另外，公司还建立了市县
乡村四级服务包保体系，市公
司领导包保到客户服务中心、
开发、北海客户服务分中心和
县公司，分中心、县公司领导
包保到供电所，供电所管理人
员包保到村及配电台区，层层
签订春节保供电工作责任书。
制定《 2 0 1 4年春节期间保供

电工作方案》完善各级各类应
急预案，加快供需矛盾突出地
区的过负荷农村配电变压器、

过载农网线路的改造项目，有
效缓解各单位春节保供电压
力。

农农民民工工返返乡乡，，供供电电上上门门服服务务
滨州供电多举措保春节用电

本报1月23日讯(通讯员 胡
惊涛 记者 王晓霜) 经层层推
荐、确定候选、市民投票、评委会
审定等环节，近日，感动滨州·
2013年度大事、年度人物出炉。

感动滨州·2013年度大事
(排序不分先后)

1、市委常委带头“扶弱解困、
联村为民”

2、城市名片更加靓丽，滨州

荣获全国社会管理综合治理优
秀市、中国书法城和国家园林城
市

3、实施科技兴农，国家“渤海
粮仓”科技示范工程在我市正式
启动

4、郭树清率省政府党组成员
到博兴县锦秋街道湾头村调研

“亿元淘宝村”
5、全市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

作大幅提升乡村生态文明

6、万吨港成功试通航，结束
滨州无海港历史

7、滨州承办第十届中国艺术
节全国曲艺优秀节目展演并在十
艺节获佳绩

8、中小学平安校车工程基本
实现全覆盖，实施城乡客运一体
化工程方便居民出行

9、滨州经济开发区升级为国
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10、滨州职业学院顺利通过

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建设项目验收

感动滨州·2013年度人物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希玉：邹平县焦桥镇孟王
村村民

王文柱：阳信县检察院党组
成员、副检察长

成爱华：滨州华海白癜风医
院院长

孙宁：滨州市中心血站护师

孙海林：滨城区市区国税局
副科级干部

吴玉环：滨城区市民
李卫东：山东长丰农牧实业

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松江：博兴县锦秋街道北

关社区支部书记
赵金成：滨城区宇航商贸有

限公司董事长
傅成松：滨州市公安局经济

开发区分局副局长

感感动动滨滨州州··22001133年年度度大大事事、、年年度度人人物物评评选选揭揭晓晓

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召开

鼓鼓励励扶扶持持中中小小文文化化企企业业发发展展
本报1月23日讯(通讯员 张

丽 记者 王晓霜) 23日，滨
州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召开。
会议传达了滨州市委书记、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张光峰听取全省
宣传文化工作会议精神时的讲
话要点，总结去年工作，部署今
年任务。2014年，滨州市要重点
做好舆论引导、互联网宣传管
理、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等方面的
工作，鼓励扶持中小文化企业发
展。

会上，滨州市委常委、宣传
部长周桂萍肯定了2013年滨州
宣传文化中各项工作的成绩。她
指出，去年精心组织策划了农村

环境综合整治、打造一流营商环
境、“两区一圈战略”等一系列重
大宣传活动；实施“四德工程”，
选树了一批道德模范、“山东好
人”和“滨州好人”典型。文化建
设成果丰硕，“十艺节”期间，成
功承办全国曲艺优秀节目展演
活动，荣获组织奖和3项“群星
奖”，3件美术作品入选十艺节全
国展；市直3家转企改制演艺院
团正式挂牌。

周桂萍要求，做好今年宣
传思想文化工作，要以科学发
展为主题，抓好“六个更加注
重”宣传。在提高舆论引导能力
和水平方面，对违反规定、未经

审批、没有资质的媒体要及时、
坚决予以取缔；举办全国网络
名博滨州行活动；通过典型宣
传、人才推荐等方式，做好网络
意见领袖、网络作家、自由撰稿
人等群体的工作，建立起“网络
工作统一战线”；继续开展“四
德工程”建设，推行善行义举榜
和签订养老责任状全覆盖。开
展“学雷锋·滨州因我而美丽”
活动，评选表彰第四批全国文
明镇、文明单位；并努力实现全
市以县为单位城乡环卫一体化
镇村基本覆盖，使农村环境得
到大改观。

同时，周桂萍强调，要着力

推进文化改革发展，实施“文化
广场”、“农家书屋”等文化惠民
工程，推荐市民文化中心等项
目建设，力争尽早投入使用；开
展“三下乡”、“四进社区”、“送
戏下基层”等群众喜闻乐见的
文化活动。还要大力发展文化
产业，尤其发展新兴文化业态，
鼓励和扶持各类“专、精、特、
新”中小文化企业发展，推动重
大文化产业项目在滨州对接落
地。另外，还要探索建立国有文
化资产管理体制和配套相关制
度，建立滨州文化产业信息交
流平台，为文化企业招商融资
提供信息服务。

23日上午，滨城区梁才供电所员工正在给小辛庄更换年变压
器，保村庄春节正常用电。

1100岁岁智智障障男男孩孩跑跑出出十十多多里里地地
被巡逻民警发现送回家，男孩五天前曾走失过一次

本报1月23日讯 (通讯员
蒋琛 马兆磊 记者 刘涛)
22日下午，西城交警巡逻时发
现，一男孩在马路行车道上疯狂
奔跑，非常危险。民警试图劝说
男孩离开马路，却发现其口齿不
清，交流障碍。后经民警多方打
听才将男孩送回家。

22日下午5点半，西城交警
大队一中队民警巡逻至长江一
路渤海十三路转盘附近时发现，
一男孩在行车道上疯狂奔跑。男
孩穿着蓝色上衣，手上拿着一袋
饼干，脸已被冻得通红。民警们
担心孩子会出现危险，遂下车劝
其离开，然而男孩说话口齿不
清，连自己的姓名、住址都说不
清。他们推测男孩可能是走失
了。

民警决定先将男孩带回，然
后另想办法，谁知男孩拒不上

车。“男孩一直吵着要钱，我从口
袋里拿出五块钱来，才将他哄上
车。”民警赵海洋说。

为能让男孩想起自己的身
份，民警们又开车带他在转盘附
近转了半个小时。“突然，男孩说
出自己的名字，我们非常惊讶。”
中队长李志强说。民警接着又从
男孩嘴里获得了他父母的名字。

通过查询，民警发现距离城
区十多里地的杜店办事处西杨
村有一个10岁儿童与该男孩重
名，但父母名字与男孩所说有出
入。

随后，民警联系到西杨村委
书记，得知男孩正是该村丢失的
孩子，他们这才长舒一口气。此
时已是晚上7点半。

接下来，民警开车将男孩送
回家。据男孩的家人介绍，男孩
五天前走失过一次。 民警将走失男孩送回家。 本报通讯员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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