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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系统今年重点抓好十二个方面工作

滨州年内实现新增耕地1.5万亩

滨州2月22日讯 2月21日，
滨州市诗词学会召开四届二次常
务理事（扩大）会议。会议听取了
马明德会长代表学会常务理事会
所作的工作报告和仇树勇常务副
会长所作的经费收支情况的报
告。杲仁华副会长主持会议。会
议邀请市滨州老干部活动中心副
主任王金英出席,市诗词学会常
务理事及部分受到表彰的先进工
作者代表参加了会议。

刚刚过去的一年，是市诗词

学会的换届年。滨州诗词队伍日
益壮大，学会组织建设和制度建
设更加健全规范，广大会员以笔
为剑抗击疫情，各项工作再上新
台阶。市诗词学会紧紧围绕滨州
市委、市政府“富强滨州”建设工
作大局，扎根家乡沃土、站在时代
前列、增强文化自信、讴歌干事创
业。2020年底，市诗词学会再度
被评为“山东诗词学会先进单
位”；在滨州市社会组织评估中，
市诗词学会被评为4A级中国社

会组织；有多名会员及优秀作品
受到省学会和滨州市关工委表彰
奖励。

会议将“荟萃精品力作，献礼
建党百年”作为今年工作的主题，
希望广大会员发扬为民服务孺子
牛、创新发展拓荒牛、艰苦奋斗老
黄牛的“三牛”精神，坚持“有筋
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三有标准，
办好三件大事，即举办“渤海银
辉”杯滨州市诗词大赛、诗词朗诵
会，编辑出版《诗话滨州》，向建党

百年献礼。会议要求持续抓好诗
词创作、研修、宣教工作，为滨州
经济社会发展鼓与呼。

会议补选权广庆为滨州市诗
词学会副会长，李建祥、张如国为
学会理事、常务理事。

会议对博兴县诗词学会、滨
州市诗词学会西园诗社和木兰花
诗社三家先进单位及28名先进
个人进行了表彰奖励。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
者 张贵英 通讯员 钱杰 卢玉莲

滨州市诗词学会确定2021年工作重点

荟萃精品力作 献礼建党百年

节后个别单位有松懈迹象

滨城市西城管
强化防疫措施

滨州2月22日讯 随着
企业节后复工复产以及境外
疫情输入风险加大，疫情防
控形势依然较为严峻。近
期，个别单位复产复工后在
疫情防控方面出现了松懈、
大意的迹象，商场、餐饮等场
所成为疫情防控的关键环节
和重要区域。

滨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大
队市西中队执法队员在检查
中发现，个别经营场所无来
访人员记录，无消毒记录，无
体温检测记录，消毒标识不
规范，员工佩戴口罩不规范。

目前，市西中队正在会
同相关部门督促其落实整
改，并将于近日对其整改情
况进行复查。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
心记者 刘萍 通讯员 任
芳芳

兴业银行滨州分行
坚持以客户为中心

建制度提质效
保护消费者权益

滨州2月22日讯 兴业
银行滨州分行自2012年成立
以来，始终坚持以客户为中
心的服务宗旨，积极践行“真
诚服务，相伴成长”的服务理
念，多措并举开展消费者权
益保护工作，提高消费者权
益保护工作质效。

分行成立金融消费者权
益保护工作委员会，制定工
作流程、应急处置措施及各
级职责分工等，使消费者权
益保护工作制度化、流程化，
确保了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
机制运转畅通。

同时，将提升消费者权
益保护质效的培训纳入年度
培训计划。邀请内外部培训
讲师，采取专项培训与综合
培训相结合的方式，提升员
工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规
范服务营销行为。

此外，分行将消费者权
益保护工作开展情况纳入综
合目标考核范畴，与业务工
作同布置、同检查、同考核，
按季通报工作存在的问题，
建立问题台账，限期整改。

分行按规定在滨州市各
个营业网点公示金融消费者
投诉电话、投诉方式、投诉处
理流程，畅通客户投诉处理
渠道，做好客户投诉登记，提
升投诉处理时效。

另外，利用新闻媒体等
渠道广泛宣传金融知识，增
进社会公众对现代金融知识
的了解程度和认知水平，帮
助其全面、准确地理解国家
的金融政策和改革措施，适
时提示潜在的各类风险。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
心记者 姚行彬 通讯员
王燕男

24小时开放 及时解决女性困惑

滨州市人民医院“爱心妈妈小屋”升级为省级示范点
滨州2月22日讯 “爱心妈

妈小屋”是滨州市人民医院为宝
妈们准备的一份特殊礼物。近
日，滨州市人民医院一处“爱心
妈妈小屋”升级为省级示范点。

2019年11月，位于儿科二病
区的“爱心妈妈小屋“被滨州市
总工会授予市级“妈妈小屋”称
号。在滨州市人民医院团委书
记许志颖的指导及儿科二病区
全体护理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小
屋使用价值和内涵不断提高。

“爱心妈妈小屋”成立后，为
“四期”（经期、孕期、产期、哺乳
期）女性朋友提供一个私密卫
生、舒适安全的环境。“爱心妈妈

小屋”24小时开放，及时解决女
性困惑。另外，该处“爱心妈妈
小屋”每月开展1-2次“家长课
堂”活动，为大家传授知识、传递
温暖、答疑解惑。小屋环境安静
舒适，有玩具、摇床、画册等，宝
宝们也喜欢在这里玩耍。

为了给更多的宝妈提供便
捷服务，滨州市人民医院还在门
诊楼二楼儿科门诊西侧、住院三
部九楼小儿外科设立了两处“爱
心妈妈小屋”。如有需求，宝妈
们可以就近使用。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彭翠翠 通讯员 郭庆
花 张雪静 护理人员在“爱心妈妈小屋”开展“家长课堂”活动。

滨州2月22日讯 2月19日
上午，滨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召开2021年全市自然资源工作
会议，部署“十四五”工作。局党
组书记、局长邱延博讲话。局党
组成员、二级调研员曲秀峰主持
会议。会议指出，2021年，要重
点抓好“一三三五”等十二个方面
工作。即：抓好一个规划编制，守
好三条底线，实现三个提升，务实
五个攻坚。

一是打造高品质国土空间规
划体系。精准落实“三条控制
线”，编好具有前瞻性、可操作性
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推进“一张
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建设，加快
建立空间类专项规划编制目录清
单管理制度。加强规划的衔接与
传导，确保规划真正“能用、管用、
实用、好用”。

二是严守耕地安全底线。以
“田长制”为抓手，采取“长牙齿”
的硬措施，稳妥有序推进农村乱
占耕地建房整治，坚决制止耕地

“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
严格建设项目用地占补平衡管
理，加大土地整治力度，严把补充
耕地项目入库审核关，年内实现
新增耕地1.5万亩。

三是严守生态修复和保护底
线。抓好沾化下河全域土地综合
整治和生态修复试点实施。全面
落实“林长制”，持续做好国土绿
化，开展森林城市、乡镇和村居

“三级联创”，新建和完善农田林
网5万亩，发展林下经济3万亩；

加大龙头企业培育，举办第十届
黄河三角洲绿化苗木博览会，创
成“国家森林城市”。抓好矿山环
境恢复治理，加强野动植物监管
保护。全力全速推进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修复重点项目建设，4月
底前完成黄河淤背区绿化提升改
造任务，其中重新栽植3930亩、
提升改造1176亩、节点绿化598.5
亩，打造“树种多、景观美、功能
强、效益高”的黄河生态廊道。

四是严守自然资源领域安全
底线。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
动，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管理秩序，
确保森林火灾“零发生”、林业生
产“有虫不成灾”、地质灾害隐患

“最大限度消除”、食用林产品质
量安全监测“全到位”。

五是提升城市品质内涵。实
施城市更新行动，完善城市空间
结构，推行城市社区规划“十全十
美”，对南部片区等地块控规进行
修编，实施城市生态修复和功能
完善工程，统筹抓好市主城区、滨
城区、开发区、高新区的“协同并
进”。同时，维护规划的法定权
威，配套设施必须建设到位、能用
好用。

六是提升要素保障能力。坚
持“好项目优先、大项目确保”

“挖存量、调结构”，优先保障先进
制造业、高科技企业、实体经济等
优势产业、优势企业要素供给。
通过争取部省的差异化增量支
持，用好增存挂钩、区位调整、科
学评估地价等政策，用足用好国

家专项指标，保障农村居住宅用
地。做好土地储备开发文章，完
成市城区土地储备3000亩、出让
3800亩。做好空闲处置与土地
储备结合文章。真招商、招真商、
招大商，年内实现到位资金10亿
元以上。

七是提升节约集约利用水
平。各县（市、区）要分别完成“标
准地”出让和标准厂房建设不少
于6宗、20万平方米，滨州市盘活

“五未”及低效闲置土地不少于1
万亩，全面完成省厅下达的批而
未供和闲置土地处置任务。完成
沾化冯家天然卤水采矿权“净矿”
出让省级试点。对激活存量土地
优先实行“标准地”供应，规范“标
准地”供后管理。

八是民生保障实事攻坚。加
快流程再造，推行“首办＋团队”
帮办代办、用地报批“四个一日”
办结机制落实，工程项目规划设
计审查“宽审严管、容缺受理、并
联审批、限时办结”制度，推进“多
测合一”更好“从纸到地”。推行

“互联网＋不动产登记”，实现全
链条“一网打尽”，稳妥解决不动
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落实信访
事项、代表建议、委员提案专人负
责制，推动从“答复满意”迈向“结
果满意”。

九是拓展依法行政广度攻
坚。推行“谁执法谁普法”责任
制，提升“法润自然”法治品牌，严
格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推
进政府服务标准化。努力构筑办

事依法不找人、遇事找法不信访、
解决问题用法不武力、化解矛盾
靠法不扯皮的良好法治环境。

十是统一调查登记攻坚。探
索以“三调”成果为底图，年度变
更调查为辅助，与“山水林田湖草
沙”调查相衔接，形成全时空全区
域“一张图”。加快对各类自然保
护地、湿地、河湖等重要生态空间
的确权登记，探索建立归属清晰、
权贵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
产权制度，推进自然资源统一确
权登记的法治化、制度化。

十一是严格执法监管攻坚。
坚决落实“六严禁、八不准”要求，
加大与纪公检法等部门的联合惩
戒力度，推行集中巡查、县市区间

“互查”。抓好“季度十年度”卫片
执法检查，开展好森林资源督查
行动，保护好湿地等自然保护地，
实现“零通报督办、零约谈问责”，
确保承担的省对市综合考核指标

“零扣分”。
十二是数字赋能智慧治理攻

坚。高质量编制好《滨州市“十四
五”基础测绘规划》，提升天地图·
山东（滨州）现势性，丰富“智慧滨
州”时空大数据平台内容。创新

“空间单元”管理，推进数字化改
革，尝试开发“一地一码”，探索建
设“产业用地云招商地图”，实现

“一码管地，以图配地”。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

者 张贵英 通讯员 俞满源
高连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