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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互联联网网++便便民民服服务务””平平台台上上线线，，接接地地气气

10月18日，德州公安便民
服务平台正式上线。今后市民
只需关注德州警方在线微信
号，无需下载，注册认证后进
入平台，即可完成服务事项
在线办理。平台设置业务办
理、网上预约、综合查询、办
事指南、民生诉求、新旧动能
服务专区六大模块，涵盖12个
警种116项掌上服务,确保实现

“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
次办”。

116项掌上服务，足不出
户，一键办好，这无疑是便民
利民的创新之举，值得拍手称
赞。平台既给市民带来了生活
便利，节省了办理时间，又提
升了城市管理能力和水平，减
轻管理部门的负担和压力，可
谓一举多得。以交管服务为例，
平台实现了在线预选号牌、科
目考试预约等52项服务事项，
提供查询违法记录、接受违
法处理和缴纳罚款一站式服

务，用户足不出户就可实现违
法处理网上办结，最大限度方
便群众咨询和“就近办”。简言
之，公安便民服务平台所提供
的，就是最接地气的“互联网+
便民服务”，充分展现了以人
为本的服务理念，大大提升了
老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长期以来，跑断腿、磨破
嘴，打不完的电话，盖不完的
公章，这一直是群众和企业到
个别部门办事的真实写照，不

止引发了无数吐槽，还损害了
城市形象。可问题迟迟得不到
解决，背后原因或许复杂，而
互联网带来的技术革新，无疑
打通了提升行政效能的“任督
二脉”，就好比几近瘫痪的服务
器，终于等来了云计算。当然
了，再好的神兵利器，也要配上
靠谱的执剑人。有了便民服务
平台，更要优化服务意识，就像

《人民的名义》里达康书记所提
的，银行把客户上帝，我们要

把上访群众当上帝。
当前，全国各地都在探索

建设“智慧城市”，借助互联网
+的东风，推动便民服务更加
深入。显然，德州公安便民服
务平台迈出了一大步，也给了
我们更多期待，希望“互联网+
便民服务”体现在百姓生活的
更多领域，覆盖衣食住行的方
方面面，推动打造便民服务型
政府，最大限度提升百姓生活
的满意度。

葛 每周一评

本报首席评论员 刘振

本报1 0月1 8日讯 (记者
刘振 ) 日前，德州市出

台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
动实施意见，明确未来三年
全 市 脱 贫 攻 坚 目 标 任 务 。

《实施意见》分总体要求、重
点任务措施、加强和改善党
对脱贫攻坚工作的领导三
大部分。

在总体要求中，明确了
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规划

了今后三年及每年度的工
作目标、任务和要求。德州
市将聚焦解决贫困群众“两
不愁三保障”，聚焦省定扶
贫工作重点村稳定脱贫摘
帽 ，既 不 降 低 标 准 影 响 质
量 ，也 不 提 高 标 准 吊 高 胃
口，做到扶真贫、真扶贫，脱
真贫、真脱贫。专项扶贫、行
业扶贫、社会扶贫政策延续
到2020年。2018年，基本完

成3 5 5 9名省扶贫标准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脱贫任务，巩
固6 . 6 8万脱贫享受政策人
口的脱贫成果；加大对7 5 5
个省定扶贫工作重点村(含

“十二五”退出的189个村)的
基础设施建设和村容村貌整
治力度。2019年，着力巩固
提升脱贫成果，逐步建立稳
定脱贫长效机制；加快完善
省定扶贫工作重点村基础

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延伸。
2020年，全面完成脱贫攻坚
任务，消除绝对贫困。

重点任务措施中，提出
了夯实扶贫基础、主攻产业
扶贫、全力推进就业扶贫、
深入实施健康扶贫、扎实做
好教育扶贫、加快推进危房
改 造 、强 化 综 合 保 障 性 扶
贫、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
等14项举措。

三三年年脱脱贫贫攻攻坚坚目目标标明明确确 22002200年年消消除除绝绝对对贫贫困困

本报10月18日讯(记者
刘振) 10月17日，又是

一年重阳节，也是我国的
“老人节”，历来有推行敬老
崇孝的活动。当天，平原县
多个敬老院的老人收到了
暖心的节日礼物。华达集团
董事长吕金军一行到龙
门、桃园、前曹、王打卦四
家敬老院探望老人们，向
老人们送去了节日的问候
和保暖内衣、面粉、食用油
等生活用品。

一句句贴心的问候，一
张张亲切的笑容，让老人们
不再孤单，感受到来自社会
大家庭的温暖。“每年春节、
重阳节，华达的人都会带着
米面油，过来看我们，陪我
们说说话，感觉心里暖暖
的。”龙门敬老院的于老先

生告诉记者。
到敬老院慰问老人，华

达人一坚持就是15年。华达
集团董事长吕金军就此谈
到，“老人们操劳了一辈子，
为了儿女省吃俭用的，等到
年老古稀时，理应得到全社
会更多的关爱。老吾老以及
人之老，这是需要代代相承
的传统美德。”

在吕金军的带领下，华
达集团坚持争创爱心企
业，积极参与公益事业，坚
持不懈，久久为功。连续12
年组织爱心车队接送高考
学生、连续9年开展“圆梦
大学”救助困难学生的活
动……一连串数字背后，
烙印的是华达实业公司董
事长吕金军参与公益、回报
社会的足迹。

重阳敬老暖人心

这些老人连续15年收到礼物本报10月18日讯(记者 路
龙帅 实习记者 李伊 ) 为
进一步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深
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引领全
市广场文化活动健康、规范、有
序的开展。10月18日，“庆祝改
革开放40周年”德州市第四届
广场舞大赛在中心广场举办。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中共德
州市委宣传部、德州市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局、德州市城市管理行
政执法局主办，德州市文化馆承
办。来自全市13个县市区1000余
人参加了此次大赛。

比赛在13支县市区代表队
组成的千人广场舞展演中拉开
帷幕，统一的服装、协调的步
伐，精湛的表演，场面壮观。

记者了解到，市文化馆在
今年举办了全市广场舞业务骨
干公益培训班。特聘省级专家，
分别对全市13个县市区的500
余名广场舞业务骨干进行专业
的广场舞培训。再由业务骨干

面向各县市区其他广场舞爱好
者进行辅导和授课，“以点带
面”，真正丰富了百姓的精神文
化生活，为全市群众文化添上
浓墨重彩的一笔。千人广场舞
队伍就是由每个县市区选拔的
百名广场舞队员组建而成的。

在统一完成了千人广场舞
展演活动后，13支广场舞代表
队精心排练的节目逐个亮相，
表演队伍中，不仅有传统的广
场舞“大妈”，还有不少年轻舞
者和广场舞“大爷”参与其中，
优美的舞姿，动感的节拍，赢得
了市民阵阵喝彩。“这次举办的
广场舞大赛，让我们既锻炼了
身体，又让我们感到非常开心、
振奋。”宁津广场舞代表队成员
李莉说道，她今年已经62岁，从
教师岗位退休后，就投入到自
己爱好的广场舞当中，这次参
赛的舞蹈是她们自己创编的新
舞，准备了一个月的时间，每天
练习两个小时，虽然辛苦，但她

感觉很快乐。最终宁津代表队
获得了二等奖的好成绩。

据悉，通过层层选拔，13个
县市区各自在本区域内优中选
优，最终，分别组建出1支优秀
的广场舞队伍参加比赛，参加
比赛的每支参赛队伍节目表演
人数都不少于60人，年龄限制
在25—55岁之间。比赛不限舞
种，包括排舞、有氧健身操、搏
击操、啦啦操、健身腰鼓、健身
秧歌等多种样式。参赛队伍可
从各种舞种中自行选定或加以
改编，所编动作内容必须健康
向上，整体符合广场舞健身特
点。比赛过程中，由专家评委现
场打分，并现场公布分数。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德城
区、禹城代表队获得了一等奖，
宁津、平原、夏津三支代表队获
得了二等奖，齐河、临邑、陵城
区、庆云代表队获得三等奖，武
城、乐陵、运河经济开发区、经济
技术开发区代表队获得优秀奖。

第四届广场舞大赛落下帷幕

德德城城区区和和禹禹城城代代表表队队获获得得一一等等奖奖
本报10月18日讯(记者

刘振) 近日，农业农村
部公布了2018中国美丽休
闲乡村名单，山东省共4个
上榜，德州市陵城区丁庄镇
薛庄名列其中。

薛庄位于丁庄镇西
北部，自然资源丰富、生
态环境优美，被马颊河与
马颊岔河交叉环抱，濒临
仙人湖、得月湖两大万亩
水面，黄河故道淤积而成
的湿地为各类植物、燕鸥
水鸟提供了良好的生态
环境。

通过不断提升旅游功
能设施，以商招商，山东爱
尚生态旅游有限公司投资
3 . 2亿元人民币建设“印象
大薛庄”美丽乡村项目，总
面积3936亩。建成后，将形
成特色乡村旅游创意文化
交汇的观光、文化旅游、休
闲度假、温泉养生、商贸交
易、科技创意文化交流综
合体。可吸纳村子劳动力
300多人从事旅游业，旅游
收入每年达100余万元。

2017年，薛庄被评为
“山东省美丽休闲乡村”。

陵城薛庄上榜

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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