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位名称 位置 联系电话

博兴博安机动车检测站 博兴县博城五路东首 0543-2168248

博兴双安机动车检测站 博兴县博兴镇椒园村 0543-2560677

博兴交通机动车检测站 博兴县庞家镇 0543-2321559

邹平齐星机动车检测站 邹平县西董镇北禾村 0543-4261526

邹平永胜机动车检测站 邹平县经济开发区 0543-4306619

邹平众安机动车检测站 邹平县黛溪街道办事处滕家村 0543-4228888

惠民环安机动车检测站 惠民县何坊乡前苏村 0543-5308808

惠民科代机动车检测站 惠民县魏集镇同韩路北侧 0543-5652588

无棣永胜机动车检测站 无棣县205国道南侧（环城路8号） 0543-6318858

无棣新博机动车检测站 无棣县海丰街道办汪家村南 0543-6661088

滨州京华机动车检测站 渤海二十二路现代物流交易中心 18954333322

滨州万通机动车检测站 滨州市渤海十一路北首 0543-3277619

滨州安保机动车检测站 滨州市渤海十一路北首 0543-3301363

阳信领航机动车检测站 阳信县阳城三路东首 13220729687

沾化顺通机动车检测站 沾化县新海路县城北五公里处 13406162566

滨州市安保机动车检测中心
(东城检测站)

滨州市滨城区东海一路119号 0543-2115814

滨州市安保机动车检测中心
(高新区检测站)

滨州市高新区小营街道
办事处小营油库西侧

0543-5020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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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脱审，到期机动车可本月底前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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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本报4月26日讯(通讯员
孙衍军 记者 孙秀峰 )

滨州市从5月1日起将升级
使用新的机动车检验监管系
统。届时可能会影响车辆年
检，为避免车辆脱审影响正
常出行，交警建议检验合格
至2015年5月、6月份的机动
车提前至4月30日前审验完
毕。

对于6年以内的非营运
车和其他小型微型载客汽车
(面包车、7座及7座以上车辆
除外)可享受免检，每两年提
供交强险、车船税纳税或免
征证明等向车管部门申领检
验标志。

目前，全市共有16家检
测线，其中邹平、博兴各三
家，惠民、无棣、开发区各两
家，沾化、阳信、滨城、高新各
一家，市民可以就近检测。

滨州学院校企合作培养航空人才研讨会举行

波波音音773377--330000教教学学科科研研平平台台启启用用
本报4月26日讯(记者 谭

正正 通讯员 张凤英) 4月
25日，滨州学院校企合作培养
航空人才研讨会在学苑会堂第
二报告厅隆重举行。同日，滨州
学院先前购置的波音737-300
飞机教学科研平台正式启用。

中国民用航空局飞标司原
司长王家奇，国家教育部发展
规划司规划处处长周天明，国
家教育部学校发展规划中心处
长刘志敏，山东省教育招生考
试院党委书记、院长陈国前，滨
州市委副书记、秘书长、市促进
航空产业发展领导小组组长薛
庆国，市人大常委会第一副主
任祁维华等500余人参加研讨
会。

薛庆国在讲话中指出，校
企合作培养航空人才，是高校
和航空企业实现优势互补、互
惠共赢的有效形式，是高校、企

业、学生乃至整个社会多方受
益的重大举措。他希望，滨州学
院进一步加强校地、校企合作，
推进产教融合，不断提高人才
培养质量和办学水平，为推进
民航强省、民航强国战略贡献
更大的力量。

滨州学院党政领导罗公利
代表滨州学院师生员工对出席
大会的领导和嘉宾表示热烈欢
迎和衷心感谢。他说，建设以航
空为主要特色的应用型大学，
是滨州学院转型发展的现实选
择。他表示，学校将按照“顶天
立地”的办学思路，进一步优化
学科专业布局，重点培育民用
航空类等七大应用型专业群，
在已有飞行学院的基础上，探
索成立航空工程学院、空港学
院、乘务学院等，打造航空人才
培养基地，全面建设以航空为
主要特色的应用型大学，为航

空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
更大的贡献。

据悉，滨州学院将充分利用
波音737-300科研教学实训平
台，加强航空工程学科建设，满
足该学科相关方向科学研究的

需要，满足飞行技术专业、交通
运输专业、空中乘务专业、电子
信息科学与技术、电气工程自动
化、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等
相关专业实践教学的需要。

波音737-300教学科研平台启用。 本报记者 谭正正 摄

““书书画画频频道道进进万万家家””来来到到滨滨州州
30余位全国著名书画艺术家现场传经授宝

本报4月26日讯(通讯员
王栋 记者 郗运红) 25日，
中央数字电视“书画频道进万
家——— 走进滨州”广场文化活
动在滨州举行。来自全国30余
位著名书画艺术家现场传经授
宝，他们现场作画并点评了滨
州书画爱好者的创作作品。

滨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周静说，滨州有着绵延不绝的书

画文脉，造就了以展子虔、范仲
淹、周越、杜受田、吴式芬为代表
的一批彪炳史册的书画名家，产
生了以《游春图》为代表的流传
千古的书画作品。与此同时，滨
州积淀和传承了底蕴深厚的书
画传统，书画艺术在滨州至今仍
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书画活动
丰富多彩，书画知识深入普及，
书画人才星驰辈出。2013年，滨

州在全国500多个地市州盟中脱
颖而出，被中国书协评为中国书
法城，滨州因书法又多了一份城
市荣耀。《书画频道进万家———
走进滨州》广场文化活动，这是
贯彻落实中央文艺工作座谈会
精神的具体体现，是滨州加强宣
传思想文化工作、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的有力举措。

被点评的滨州书画家纷纷

表示，被名家点评指导感到受
益匪浅，将在以后的创作中认
真向学习前辈，继承传统的同
时寻求自我创新。

在广场文化活动结束后，
30余位国内著名书画艺术家还
举行了笔会，并在26日上午走
进滨州学院和化工社区，把艺
术送到滨州基层人民中去，送
到百姓生活之中。

山东省临时救助制度建设暨“救急难”现场会在无棣县召开

无无棣棣成成省省““救救急急难难””工工作作试试点点
本报 4月 2 6日讯 (通讯员

李海涛 王振东 记者
杜雅楠 ) 4月23日，全省临时
救助制度建设暨“救急难”现
场会在无棣县召开，对无棣
县社会救助中心、棣丰街道
办事处、信阳镇社会救助中
心、棣州社区社会救助站进
行现场观摩，无棣县成为山
东省 7个“救急难”工作试点

之一。
记者在会上了解到，近

年来，滨州市高度重视社会
救助工作，出台临时救助办
法，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在乡
镇 ( 街道 ) 普遍建立“一门受
理、协同办理”窗口，健全了
社会救助工作机制。

无棣县作为“救急难”试
点单位，先后出台了《无棣县

社 会 救 助 工 作 联 席 会 议 制
度》、《无棣县开展“救急难”
工作试点实施方案》等文件，
并在城区及11个镇(街道)统
一建立了社会救助综合服务
中心，设立“一门受理、协同
办理”服务窗口，打造了困难
群众求助、受理“绿色通道”。

会 议 要 求 ，要 将“ 救 急
难”试点工作纳入重要议事

日程，健全工作机制，加强慈
善衔接，创新服务方式，提升
救助效益，为全面开展“救急
难”工作提供经验。要加强工
作指导和评估监督，建立试
点工作评价机制，定期组织
评估、督查，及时总结经验，
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帮助解决
存在的问题，加强社会监督，
确保试点工作取得实效。

“四拜访”推进
计生优质服务

加强法治建设
打造法治计生

翟王镇提高
工作“凝聚力”

全市在用安全技术检验机构地址及联系方式

本报讯 今年以来，翟王镇
计生办以提升群众满意度为出发
点，服务群众为主线，通过“三项
措施”不断提高人口计生工作“凝
聚力”。

镇级所有联系村人员每月参
加乡镇计生例会，加强督促指导，
提高计生干部的为民服务思想。
充分发挥村级计生专干，在进村
入户开展政策宣传的同时，积极
为群众排忧解难，解决生产、生活
中的实际困难，提升了群众对计
生工作的支持和理解。

不断创新宣传服务形式，利
用镇和村级人口文化广场为宣传
阵地，定期开展宣传活动，向群众
发放计生宣传单，宣传计生政策、
优生知识、单独二孩生育政策、奖
励政策等，让群众进一步了解计
生国策和文明婚育新观念。

(韩娟)

本报讯 为提升计生优质服
务水平，翟王镇计生办组织镇村
计生专干开展了“四访视”活动，
向广大育龄群众送政策、送温暖、
送服务、送健康，受到了广大群众
的一致好评。

对已领取结婚证的新婚夫妇
登门拜贺，同时宣传计生政策法
规、新婚孕期知识，及时发放怀孕
前优生指导宣传品，鼓励其参加
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提供健康咨
询服务。

计生服务站人员对符合政策
怀孕的妇女及时进行探询，访视
胎儿发育情况，讲解生理卫生知
识，发放孕早中晚期保健知识折
页，提供优生优育指导服务。

技术服务人员对产褥期母亲
和新生儿及时登门探望，访视母
婴健康状况，传授喂养护理知识，
发放婴幼儿早教优教宣传品，提
供产后生殖保健服务。

(韩娟)

本报讯 今年以来，阳信县
翟王镇计生办加大法治宣传力
度，积极营造法治宣传氛围，打造
法治计生，推动全镇人口计生工
作的全面开展。

镇村两级坚持和完善人口计
生政务信息公开制度，利用政务
公开栏等多种形式，及时向群众
公布人口计生管理事项、相关政
策法律依据、办事程序、办事时限
等，广泛接受群众监督。

一是利用政务公开栏、人口
文化活动室、宣传栏等宣传计划
生育基本国策，使人口计生法律
法规深入人心，家喻户晓。二是利
用重大节日，对育龄群众开展法
律法规、孕前优生、避孕节育、生
殖健康等知识的宣传、咨询和避
孕药具的免费发放，切实把政策
及时准确地融入到群众日常生活
中。

(韩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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