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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感动动滨滨州州··22001144年年度度大大事事、、年年度度人人物物评评选选活活动动
为充分展示2014年滨州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大力宣传各行各业、各条战线涌

现出的先进典型，进一步引导和激励全市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
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为建设生态、美
丽、幸福新滨州做出新的贡献，市委宣传部于2014年11月下旬开始，组织开展了感动滨州·2014
年度大事、年度人物评选活动。评选活动启动以来，社会各界踊跃参与，共推荐候选大事57件、
候选人物75人。评委会办公室根据事件和人物的影响力，初步筛选确定了15件候选大事和20位
候选人物。候选大事和候选人物事迹简介同时在多家媒体刊登，欢迎广大市民积极参与投票。

感动滨州·2014年度候选大事
(排序不分前后)

1、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凝

聚起滨州改革发展的强大力量

该活动自2014年2月启动以来，

共有1135个领导班子、12046个基层

党组织、21 . 78万党员参加。活动中，

市委常委带头联村为民，全市共派

出111位第一书记和包村干部到薄

弱村，为村民解决实际困难。通过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全市2396个村

完成道路硬化6354公里，2403个村

完成美化。
2、城市名片更加靓丽，我市荣获国

家园林城市
2014年1月14日，滨州市成功跻

身“国家园林城市”行列。目前滨州

市建成区绿化率39 . 58%，绿地率达

到33 . 54%，市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7 . 73平方米，一座碧水绿荫环绕、

绿地游园点缀的生态城市已经初

步建成。
3、为滨州工作点赞，党和国家领导

人俞正声、汪洋、马凯先后来滨州

视察
2014年9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到山

东魏桥创业集团生产车间和西王

社区老年公寓、西王幼儿园进行了

视察。
2014年5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到滨州

视察农业科技工作和夏粮生产，详

细了解“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

实施情况。
2014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到滨

州市调研交通公路工作，并实地视

察了好生街道蒙四村产业发展、村

集体收入、农村道路建设和环境综

合治理情况。
4、北汽集团滨州汽车零部件生产

基地落户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2014年8月16日，北汽集团滨州

汽车零部件生产基地在滨州经济

技术开发区隆重奠基。该项目总投

资138亿元，标志着滨州在对接京津

冀一体化战略上迈出了重大步伐。

该项目将加强与渤海活塞、盟威戴

卡等滨州汽车零部件企业的合作，

延长铝产业链条，共同打造国家级

汽车零部件产业基地。
5、沾化撤县设区，滨州成为海滨城

市
2014年11月28日，滨州市沾化

区正式揭牌成立。滨州市区行政区

域面积由目前的1041平方公里增加

到3259平方公里，成为全省城区面

积第二大城市，滨州也由此成为

“海滨城市”。
6、滨州籍科学家张存浩获国家最

高科技奖

张存浩，男，1928年2月出生，滨

州市无棣县车王镇段家村人，现为

中国科学院和第三世界科学院双

院士。2014年1月10日，张存浩获2013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张存浩

关心家乡，多次帮助协调引进招商

引资项目，并来滨州提供技术指导

和资金支持。
7、校舍标准化建设助推滨州义务

教育均衡发展
2014年，滨州全面完成230个校

舍标准化项目，建成200处中小学放

心食堂。新建改建滨城八中、六中

和二中等3处城区学校，滨州一中

上划市级管理，滨州实验中学正式

招生。滨城(含开发区、高新区)、博

兴、邹平3县区顺利通过“全国义务

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评估认定。
8、乡镇住院“起付线上全报销”，大

幅提高城乡居民医疗保障水平
2014年3月，滨州正式启动城乡

居民医保整合工作，全市100多家城

区医院、门诊以及75家乡镇卫生院

和1534个村卫生室接入了居民医保

服务网络，形成了全市统一就医结

算平台。截至2014年12月底，全市居

民医疗报销住院统筹基金累计报

销8 . 23亿元，先后有31 . 89万人次参

保居民受益。
9、城乡公交一体化方便居民出行

2014年，滨州至各县区城际公

交线路(除邹平外)全部开通，同时

基本完成了县区驻地至各乡镇驻

地城乡公交线路的开通工作。目

前，城际公交线路通车里程已达442

公里，日发班次500个，各县区至各

乡镇公交线路已开通42条，249部公

交车，全市5454个村中已有1925个

村开通公交车。全市共整合收购原

有班线车辆349部，年让利社会金额

达2500余万元。
10、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进展顺利

滨州港西防波堤工程主体完

工，达到航道开挖掩护条件，与青

岛港成功合作，合资码头运营在

即。德大铁路架梁、铺轨基本完成，

滨州、阳信站房框架主体基本完

工，黄大铁路已完成施工招标。济

滨东高速滨州段累计投资16亿元，

总体进度全线领先。鲁中运达保税

物流中心顺利通过了国家部委联

合验收、颁证挂牌。
11、滨州黄河大桥免费通行

自2014年1月31日零时起，滨州

黄河大桥对滨州籍(鲁M)载客和载

货机动车实行免费通行，结束了27

年收取滨州籍车辆通行费的历史。

免费通行后，大大降低了人们的出

行成本，车流量由原来的平均每天

1 . 2万辆增加到2 . 5万辆，年免征通

行费用近1亿元。
12、为全市建国以来未修建柏油路

的69个村修建进村道路
2014年，投资1944 . 5万元为全市

建国以来未修建柏油路的69个村修

建进村道路，目前工程已全部完

工。同时，全市投资18 . 2亿元，完成
6 3 5 4公里“三通”项目道路建设，
2396个村居达到了“三通”目标，受

益群众达280万人。
13、完善城区路网结构，“三桥十一

路”建成通车

“三桥十一路”项目总投资2亿

元，建成后增加道路面积14万平方

米，绿化面积7万平方米，亮化路灯
300余盏。“三桥十一路”的投入使

用，极大地方便了市民出行，进一

步提升了城市景观效果。
14、湾头村当选全国淘宝村，我市

电子商务蓬勃发展
2014年，湾头村等六个村当选

全国淘宝村，锦秋街道入选全国首

批淘宝镇，博兴县成为阿里集团在

山东省的首个“千县万村”工程示

范县。电商发展迅速，淘宝店铺数

量达到18800余家。2014年全市电子

商务交易总额达到745亿左右，其中
B2B交易额672亿元，网络购物交易

额73亿元，约占全市社会消费零售

总额的9 . 89%左右。
15、2014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

赛落户滨州

魏桥创业乒乓球俱乐部于2013

年9月成功晋级2014年中国乒乓球

俱乐部超级联赛。2014年5月17日至
8月10日，2014赛季中国乒乓球俱乐

部超级联赛滨州赛区九场比赛在

市奥体中心举行。山东魏桥创业作

为今年新增加的男子俱乐部，以8

胜10负的成绩列积分榜第6位。

感动滨州·2014年度候选人物
(以姓氏笔画为序)

1、于艳：女，40岁，滨城区市西

街道彩虹湖社区党委书记。她把心

放在社区，为了解决社区里的养老

难问题，探索成立全市第一个“公

建民营”的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

心。打造红橙黄绿青蓝紫“七色”服

务、民生一号、彩虹直通车等系列

爱心服务品牌。
2、王力民：男，51岁，华纺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他率先

引入“智慧纺织”的概念，亲自主导

企业信息化系统的研究与引进。目

前，企业设立的“华创科技公司”正

在全力突破，“O2O、B2B、微商城”

等新的电子商务模式为传统制造

业插上了互联网的翅膀。本人目前

为国务院特殊津贴人员、国家科技

进步奖评审委员、纺织行业科技进

步奖评审委员。
3、开发区交警大队：在做好本

职工作的同时，成立“青年志愿者

便民服务队”，五年多的时间里捐

款捐物达8万余元，献血110余人次，

帮助辖区内52名农家贫困学生圆了

大学梦。先后荣获“全国青年文明

号”、“全省优秀公安基层单位”等20

余项荣誉和奖励。2014年荣获“全国

公安机关爱民模范集体”称号，大

队长张长玉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

亲切接见。
4、王波、张军山、王磊、徐海

波、徐利国：2014年6月24日，在滨城

区一通讯公司营业厅内，一男子将

自己全身浇满汽油，欲实施纵火。

五人团结协作，合力成功处置了此

次突发事件，先后被授予“滨州市

见义勇为先进分子”、“山东省见义

勇为模范群体”等荣誉称号。

5、王敏：男，40岁，阳信县荣秀

绣品有限公司总经理。2014年王敏

带领全体员工对传统鲁绣绣品进

行了数字化升级改造，实现了传统

工艺与现代、手工与科技的有机结

合。目前，公司产品出口欧美10多个

国家，解决社会闲散劳动力就业
3000余人。2014年10月王敏捐款10万

元帮助温店镇范阁村修路。
6、北海开发及港口建设团队：

2014年，北海开发及港口建设团队

牢记全市“两年苦干，三年成形，五

年崛起北部产业新城”和“18个月完

成深水航道开挖”的目标，苦干决

战，港口建设日新月异，基础配套

加快完善，重点园区顺利推进，招

商项目纷至沓来，北海开发进入了

一个崭新阶段。
7、丛桂兰：女，46岁，无棣县伊

德园集团公司总经理。她白手起

家，多年来共在企业安置187名下岗

职工和残疾人就业；用于捐资助

学、建设敬老院、维护清真寺等福

利事业的款项高达1500多万元。
8、安宝忠：男，43岁，博兴县锦

秋街道湾头村支部成员、团支部书

记。自2003年以来，他带领年轻村民

利用当地传统草柳编产业的优势，

在淘宝网开店。经过十年的发展，

目前，湾头村有草柳编工艺品企业
100多家，网店700多家，草柳编一条

街享誉全国，草编电子商务直接从

业人员2000多人，2014年网上销售

额1 . 6亿元。
9、刘泽莹：女，40岁，无棣县国

家税务局纳税服务科副科长。她组

建“国税义工服务队”，关心帮助困

难学子和孤寡老人；利用办税服务

厅的信息优势，帮助16名下岗职工

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刘泽莹先后被

评为“山东好人”、“中国好人”及滨

州市第四届“道德模范”。
10、杨玉国：男，44岁，滨城区市

西街道双庙刘居委会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他以旧村改造为突破

口，以村民自愿入股和银行借贷方

式，组建双泰置业有限公司，自主开

发建设村民安置小区——— 双湖家

园。如今，该村869名村民都搬进了崭

新的安置小区，享受城市化的生活。
11、沈兴光：男，44岁，博兴县陈

户镇北相村党支部书记。他心系村

民，被确诊为尿毒症肾衰竭，做了换

肾手术后，不顾自己身体虚弱，马上

投入到忙碌的工作中。病愈后的他

带领村民建起博兴县裕农兴粮种植

专业合作社，流转土地500余亩。
12、李文明：男，65岁，惠民县李

庄镇俎家村原党支部书记。他在村

党支部书记的位置上一干就是39

年，深受村民信赖。2012年查出患有

胃癌晚期，但他从没想过放弃自己

的工作，上午化疗，下午回村干工

作。为顺利完成2014年农村环境综

合整治工作，他卖掉自家12亩小麦

的收成，为村里垫付3万元施工费。

13、李艳梅：女，35岁，沾化区人

民医院急诊科护士。2014年10月9日

晚，济南火车站候车厅，一位老太

太突然晕厥倒地。在场的李艳梅当

即跪地为老人进行心肺复苏。大约
20分钟后，老人心跳、呼吸恢复，慢

慢地有了意识。她一直细心护理老

人，等救护车载着老人前往医院

后，才悄悄离开。
14、郁有祥：男，21岁，滨城区

人，现在济宁学院读书。2012年起，

为了能继续照顾已经瘫痪的母亲，

郁有祥带着母亲一起来到了学校，

开始了“另类”大学生活。他每天早

晨5点钟起床做饭，喂母亲吃饭、吃

药，利用课间休息时间，跑回宿舍

帮母亲翻身、换尿布、喂水。
15、高令刚：男，40岁，滨州经济

开发区农村工作部原副部长。他一

直把为民办实事当成最大的成就，

经常深入村居了解情况，想方设法

为基层群众排忧解难，是百姓眼中

的“好官”、“贴心人”。2014年3月8日

晚，因积劳成疾，心脏病突发，不幸

去世。
16、莱新格：男，54岁，奥地利

人，现为山东渤海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山东雅美科技有限公

司CEO。他把滨州作为第二故乡，

稳定公司的供货渠道、提高产能、

降低消耗。2014年10月，获得滨州市

人民政府“滨州友谊奖”；12月，获得

山东省“泰山学者海外特聘专家”

称号。
17、董乃军：男，48岁，邹平县西

董街道邮政所邮递员。他在西董街

道的山区里做投递工作32年，丈量

了90多万公里的山路，骑坏了十几

辆自行车，从没有因为天气原因或

自己的疏忽懈怠而耽误任何邮件

的投递，实现了32年无差错。他还经

常在村民的家门口现场办理邮寄、

汇款等业务，为不便出山的老人代

买药物或生活用品。
18、傅智端：男，52岁，滨州职业

学院教务处处长。他从事职业教育
34年，潜心职业教育研究与实践，主

持研究的《4321质量自控体系构建

与运行》成果获职业教育国家级教

学成果二等奖。主持省级精品课程
2门、省级特色专业1个、省级教学团

队1个。本人先后荣获“山东省优秀

教师”、“滨州市劳动模范”等荣誉

称号。
19、滨州军分区救援抢险队：抢

险队多数成员来自滨州军分区修

械所，平均年龄在45岁以上。他们在

七年时间共打捞起四十余具溺水

者遗体 ,成为滨州市公认的水域抢

险水平最高的义务打捞力量。2014

年，该救援队参与救援6次，打捞尸

体5具、车辆2台。
20、颜景江：男，65岁，邹平县嘉

业生态园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

理。2004年他租下3600亩荒山秃岭，

先后投入治理资金1 . 8亿元。如今，
3600亩的嘉业生态园生态治理目标

已经全部实现。2014年5月份，他荣

获中华环境奖“生态保护”类优秀

奖，成为山东省唯一获得该奖项的

个人。

感动滨州·2014年度大事选票

(排序不分先后)

○1、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凝聚起我市改革发展的强大
力量
○2、城市名片更加靓丽，我市荣
获国家园林城市
○3、为滨州工作点赞，党和国家
领导人俞正声、汪洋、马凯先后
来我市视察
○4、北汽集团滨州汽车零部件
生产基地落户滨州经济技术开
发区
○5、沾化撤县设区，滨州成为海
滨城市
○6、滨州籍科学家张存浩获国
家最高科技奖
○7、校舍标准化建设助推滨州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8、乡镇住院“起付线上全报
销”，大幅提高城乡居民医疗保
障水平
○9、城乡公交一体化方便居民
出行
○10、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进展顺
利
○11、滨州黄河大桥免费通行
○12、为全市建国以来未修建柏
油路的69个村修建进村道路，农
村公路“三通”工程快速推进
○13、完善城区路网结构，“三桥
十一路”建成通车
○14、湾头村当选全国淘宝村，
我市电子商务蓬勃发展
○15、2014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
级联赛落户滨州

感动滨州·2014年度人物选票

(以姓氏笔画为序)

○1、于艳：滨城区市西街道彩虹
湖社区党委书记
○2、王力民：华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
○3、开发区交警大队
○4、王波等见义勇为先进分子
群体
○5、王敏：阳信县荣秀绣品有限
公司总经理
○6、北海开发及港口建设团队
○7、丛桂兰：无棣县伊德园集团
公司总经理
○8、安宝忠：博兴县锦秋街道湾
头村支部成员、团支部书记
○9、刘泽莹：无棣县国家税务局
纳税服务科副科长

○10、杨玉国：滨城区市西街道
双庙刘居委会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
○11、沈兴光：博兴县陈户镇北
相村党支部书记
○12、李文明：惠民县李庄镇俎
家村原党支部书记
○13、李艳梅：沾化区人民医院
急诊科护士
○14、郁有祥：济宁学院学生
○15、高令刚：滨州经济开发区
农村工作部原副部长
○16、莱新格：山东渤海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山东雅美
科技有限公司CEO

○17、董乃军：邹平县西董街道
邮政所邮递员
○18、傅智端：滨州职业学院教
务处处长

○19、滨州军分区救援抢险队
○20、颜景江：邹平县嘉业生态
园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投票须知

一、请在15件候选大事、20位
候选人物中各选出最多 1 0 件
(位)，多选无效。

二、投票请选择下列方式
1、剪下选票(复印无效)，将

你认为合适的候选大事、候选人
物前“○”涂黑。寄送至中共滨州
市委宣传部宣传教育科(滨州市
黄河五路 3 8 5 号 )。邮政编码：
256603。

2、登陆滨州大众网进行网
上投票和短信、电话、微信投票。

三、投票截止日期：2015年3

月8日(以邮戳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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