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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市首首届届““职职业业教教育育活活动动周周””启启动动
副市长潘青表示要重视中高端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

惠民县亮燕网具厂，登
记注册类型：个体工商户，法
人代表：周传亮 (身份证号：
372321196408244035)丢失税
务 登 记 证 ( 鲁 滨 税
372321196408244035M0)。特
此声明

惠民县亮燕网具厂，登
记注册类型：个体工商户，法
人代表：周传亮 (身份证号：
372321196408244035)丢失组
织 机 构 代 码 证 ( 代 码 ：
78232024-3)。特此声明

挂失

挂失

本报5月11日讯(记者 谭
正正 张爽) 11日上午，滨州
市首届“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
仪式在滨州职业学院举行，滨
州市教育局局长杨光军就全市
职业教育情况作了汇报，滨州
市副市长潘青出席会议并讲
话。

近三年来，全市累计有近
500名中职生在对口升学考试
中达到本科资格线，实现了自
己的大学梦。今年滨州市春季
高考人数达到3602人，较去年

翻了两番，创历史新高。目前，
全市职业院校年培训具有中等
以上学历的实用技术人才近2
万人，各级培训机构短期培训
30万人次。全市职业教育院校
开设了14大类260余个专业，基
本涵盖了滨州市特色优势产
业，服务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转
创调”的能力显著提升。

潘青表示，职业教育是教育
事业中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关
系最直接、最密切的部分，是实
施人才战略，促进经济建设的一

大有力武器，是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重要基石，肩负着重大的
历史使命。她要求，要更加重视
中高端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加
大技术教育在人才培养中的比
重，切实提升劳动者素质和创造
附加价值的能力；要在稳定规模
的基础上，更多地把资源配置和
工作重心转移到内涵建设上来，
着力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
量；要重点提升青年就业创业能
力，助推民生改善，促进社会公
平；要打通从中职到研究生的上

升通道，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继
续教育；要调动和引导各方面特
别是行业企业的参与，形成多元
办学、公办民办协调发展的格
局。

据了解，国务院决定，自今
年起每年5月的第二周为“职业
教育活动周”。职业教育活动周
的设立为全面展示职业院校办
学特色，营造全社会关注职业
教育、重视职业教育、支持职业
教育的发展氛围提供了良好平
台和契机。

畅畅游游
中中海海

10日，来自河南、辽宁、广西、
江西及山东等省市的全国百余
名冬泳爱好者及网站版主齐聚
滨州，召开“孙子故里·生态滨
州”2015年冬泳网第八次版主会
议，总结交流各省冬泳网民、网
事经验。另外，此次版主会将商
讨拟于滨州撤地设市十五周年
之际，在滨州举行万人冬泳爱好
者活动。图为10日早上5点30分，
来自全国各地的70多名冬泳爱好
者在中海游泳，感受滨州的水域
风情。
本报记者 王茜茜 摄影报道

连续性降雨结束，今起恢复晴朗天，气温飙升

别别看看昨昨天天挺挺冷冷，，明明天天又又3300℃℃了了
本报5月11日讯(通讯员

王培涛 张婷婷 记者 王晓
霜) 虽已“立夏”，但受冷暖空
气的共同影响，从8日夜间开始
滨州市下起了雨，断断续续一
直下到11日下午。这几天，天气
阴晴不定，温度也飘忽不定。根
据预报，12日起持续多天的降
雨终于结束，气温也一路飙升，
13日最高温有望超过30℃。

进入5月份以来，滨州市降
雨天气频繁，且不说6日“立夏”
的降雨，但看上周末的降雨就
让大家有些“吃不消”了。“打头
阵”的雷阵雨是从8日夜间开始
的，一场夹杂着阵阵雷声和闪
电的阵雨倾盆而下，扰乱了好

多人的梦乡。虽然这场雨在9日
上午暂停了几个小时，但从中
午开始又继续扰乱大家的出
行，淅淅沥沥地下了起来，就这
样一直持续到夜间。

细雨不急不缓，气温确跌
宕惊人，9日17℃的最高温也让
大家重新翻出了厚外套。这场
降雨过后10日滨州市来了个大
变脸，天气晴朗气温迅速回升，
当天最高温直接升至25℃，市
民又换上了春装。可好景不长，
美好的日子只维持了一天，10
日夜间又出现了新一轮降水，
一直持续到11日下午。在雨水
打压下，气温又回到低迷状态，
1 1日最高温仅有 1 7℃，猛降

8℃。走在街头看到，许多行人
穿起了厚厚的外套，有人甚至
穿起了棉衣。

“去年这个时候都开始穿
短袖了，今年却还裹着棉袄。”
连日降温天气让市民很无奈。
根据气象资料显示，进入5月份
以来，滨州市降水天气过程较
多，2日、6—7日、9日、10—11日
出现了4次较为明显的降水过
程。5月1日至11日，全市平均降
水量38 . 8毫米，较去年同期偏
多3 . 7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
19 . 8毫米。

其实，立夏并不等于入夏，
按历史资料统计来看，滨州一
般在5月下旬或6月初进入夏

季，今年立夏后的天气的确比
往年同期要冷一些。但毕竟已
立夏，气温回升也会非常迅速。
这不，这场连续性降雨刚结束，
气温马上要速度回升了。根据
预报，11日傍晚开始滨州市恢
复晴好天气，气温回升，南风3-
4级转西风4-5级阵风6级。12日
最高温升至25℃，最低温也从
10℃升至14℃。13日气温继续
飙升，西南风4-5级阵风6级，最
高温有望突破30℃，达到32℃。

总体来看，未来5天滨州市
晴到多云天气为主，14日有一
次冷空气影响滨州市，气温略
有下降，但没有明显的降水，只
是风力较大。

洋洋湖湖计计生生狠狠抓抓社社会会抚抚养养费费征征收收
依法办理违法生育案件80余件，依法征收社会抚养费410万余元

本报讯 今年以来，阳信
县洋湖乡主要以社会抚养费征
收为突破口，采取“六项措施”，
狠抓社会抚养费征收，以此全
面带动各项工作开展。自计划
生育“百日会战”活动以来，该
乡依法办理违法生育案件80余
件，依法征收社会抚养费410万
余元，有效教育了违法生育户。

加强领导，严格奖惩。该乡
党委政府成立集中整治活动小
组，做到时间、人员、精力“三集
中”，每5天通报各工作片工作
进展情况。计生“百日会战”结

束后，将对目标任务完成好的
工作片、村进行表彰奖励。同
时，对工作不力、被动应付、工
作推诿没有完成任务目标的村
将在年终考核中予以扣分，真
正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
实”的工作格局。

加大宣传，扩大影响。活动
开展期间，该乡利用横幅、村大
喇叭、宣传车及发放宣传材料
等方式进行广泛宣传，做到社
会抚养费征收政策家喻户晓。
让违法生育户明白，缴纳社会
抚养费是违法生育公民的一项

法律责任。
加大排查力度，清理违法

情况。该乡要求各工作片、各村
对违法生育对象进行清理核
实，要求村计生专干随时掌握
本村的违法生育对象情况，做
到家底清、情况明。

做好调查取证工作。该乡
对各工作片分管主任、网长集
中进行各项计生政策培训，对
辖区内的违法生育户，逐村逐
户上门写调查笔录，下达社会
抚养费征收告知书、决定书、催
告通知书，严格按照计生法律

法规程序办理案件。
严格程序，依法征收。锁定

当事人违法生育事实，完善社
会抚养费征收手续，建立完善
案件档案资料，确保社会抚养
费征收工作稳定开展。

以人为本，做好跟踪服务。
该乡在社会抚养费征收过程
中，依靠工作片、村两级干部采
用以说服教育做通思想工作的
办法，促使当事人自觉、自愿、
自动履行社会抚养费缴纳义
务。

(通讯员 李冬峰)

中国消费服务网
入驻滨州

本报讯 中国消费服务网是
集全球最权威消费领航平台、全
国最大增值促销管理平台、全国
最具消费行业竞争力的专业消费
服务平台三最一体的门户网站。
其特有的服务模式开创了消费领
域历史性的变革。

中国消费服务网不仅带领消
费者体验了消费领域的全新消费
增值服务，也为商家提供了终极
的营销模式迅速提高销售额的特
有通路及完善的电子商务平台。

公司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商家
和消费者，先后在全国成立150余
家运营中心，为市场的开发和后
期维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公司
今后会陆续在全国范围内成立服
务中心和管理中心。 (代敏)

计生专干曹海英
带病不下“火线”

本报讯 曹海英，阳信县河
流镇封家村计生专干，一名普通
的共产党员。连续8年，封家村无
违法生育现象。她多次被授予镇

“优秀计生专干”、“计划生育模范
户”、“十佳村干部”和“优秀党员”
等荣誉称号。

2014年低，在两癌筛查中，曹
海英查出身体有问题。2015年3月
在医院做了手术，在这期间河流
镇计生办安排2015年春季查体，
当网长正犹豫要不要告诉她时，
曹海英给网长打来电话，问什么
时间封家村查体。当曹海英在微
信朋友圈发了通知后，3天到站率
达到80%。

曹海英针对现在年青人玩微
信的特点，学着使用微信开展计
生宣传咨询活动，宣传党的计生
政策、普及计划生育法律法规、优
生优育知识，当好计生政策、优生
优育义务宣传员。同时，有问题也
在朋友圈里相互讨论，受到全村
群众的交口称赞。

(通讯员 林世军 史洪建)

15083个检查井
将安装防坠网

本报5月11日讯(通讯员 蔺
建军 冯建福 张燕 记者 阚
乐乐) 近日，记者从滨州市市政
工程管理处了解到，今年内将对
城区15083个检查井安装防坠网。

市城区道路绿化带中的污水
检查井很多是十几年前建设的，
设计标准低、制作工艺简单，现已
出现腐蚀变形，承载防护功能大
幅减低，遇人踩踏极易发生坍塌
伤人事故，威胁行人安全。为此，
市政部门计划今年内，对渤海五
路至渤海十八路、南外环至北外
环区域内道路两侧绿化带中6030
座污水检查井更换盖座并安装防
坠网，对人行道和主路面上9053
座雨水检查井安装防坠网。此项
工程预计5月中旬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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