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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8月2日讯 8月1日上
午，智慧滨州时空大数据平台建
设试点项目验收会召开。

滨州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春
田在验收会上指出，时空大数据
平台是智慧城市的重要组成部
分，滨州市将以此次项目验收会
为契机，充分发挥时空大数据平
台基础性作用，加强数据资源融
合共享，深化平台推广应用，加快
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努力为数字强省建设提供

“滨州方案”。
滨州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党组

书记、局长赵增永作了项目工作
报告，项目组进行了系统演示和
技术成果汇报。专家组审阅了相

关文档资料，经质询讨论，一致认
为：项目圆满完成了试点建设的
各项任务，达到了预期目标，在采
用国产密码安全可控技术的平台
架构、城市体检的大数据分析和
基于AI的空天地市县一体自然
资源监测等方面进行了创新性探
索，具有示范意义，同意通过
验收。

会上，省自然资源厅副厅级
干部赵培金对项目通过验收表示
祝贺，同时强调要根据专家意见
进一步完善，确保平台能用、好
用、管用、愿用；要进一步加大应
用推广力度，建立数据更新机制，
提高对内支撑、对外服务能力；要
进一步探索创新，提升空天地市

县一体化实时监测水平。
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武文忠

对智慧滨州时空大数据平台建设
试点项目顺利通过验收表示祝
贺，同时要求，一是要站在国家立
场，进一步畅通自然空间和数字
空间联系，实现互联互通和互操
作；二是要进一步明确智慧滨州
时空大数据平台与国土空间基础
信息平台、自然资源三维立体一
张图的关系；三是要重量化、时序
化建数据，轻量化、动态化建服
务；四是要着力培育应用生态，大
力发展数字经济。

副市长张瑞杰表示，下一步，
将认真抓好功能完善，让平台更
科学、内容更丰富、功能更强大；

认真抓好更新维护，组建长期专
业运维力量，让平台永远保持活
力、保持生命力；认真抓好成果推
广，全面系统梳理总结、提炼好的
经验做法，为其他城市建设提供
借鉴和参考；认真抓好宣传应用，
深度挖掘、不断拓展成果应用领
域，充分体现其底数、底板、底图
的作用，更好服务全市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

会后，与会领导专家还到智
慧城市指挥中心观看了滨州市田
长制空天地市县一体化现场演
示，并给予高度评价。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
者 张贵英 通讯员 俞满源
王鹏飞

智慧滨州时空大数据平台建设试点项目通过国家验收

提升空天地市县一体化监测水平

免费检查送到家门口

滨州市人民医院义诊首次启用车载移动CT
滨州8月2日讯 为深入落

实滨州市委、市政府重大决策部
署及12197民生实事，响应市卫
生健康委号召，近日，滨州市人民
医院党团志愿服务队在党委副书
记张中学的带领下，到滨城区三
河湖镇卫生院开展义诊活动。此
次义诊也是滨州市人民医院推进

“党建+健康”先锋行动的实际
举措。

此次义诊，滨州市人民医院
共选派了来自关节外科、脊柱外

科、全科医学科、消化内科、胃肠
外科、呼吸内科、中医科、康复科、
放射科等科室专家10多名，为三
河湖镇居民提供高水准的诊疗
服务。

此次义诊最大的亮点是首次
启用了车载移动CT，老百姓在家
门口就享受到了免费CT检查。

“以前做个CT要跑很远的路去大
医院，今天在家门口就做上了，还
有专家免费诊断，真是太好了！”
刚做完CT的郑大爷兴奋地说。

义诊现场，医护人员询问就
诊群众的身体状况，认真为群众
做健康检查，指导他们合理用药，
并针对不同的病情提出合理化的
治疗建议。此次义诊共为150余
名群众提供了诊疗及健康宣教服
务，其中38人接受了CT检查。移
动CT的使用，使医疗检查更全
面、诊断更明确。

滨州市人民医院党团志愿服
务队是由院党委发起、广大党团
员医务工作者自觉加入的组织。

服务队本着“将高质量的医疗资
源和医疗服务送到群众身边”的
宗旨，定期开展进基层义诊、免费
检查、健康宣教等医疗服务活动。
通过主动送医进基层，搭建起医
务人员与人民群众的新型纽带。
党团志愿服务队自2020年成立
以来，已开展义诊上百次，使近3
万人次直接受益。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
者 彭翠翠 通讯员 赵岩
王鹏

滨城区杜店街道
奖励5家物业公司

滨州8月2日讯 为选树
典型，弘扬正能量，进一步引
导、规范物业管理工作，助力
文明城市创建，8月1日下午，
滨城区杜店街道举办先进物
业表彰暨物资颁发仪式，为
前期评选出的5家先进物业
公司颁发奖励物资。

本次为先进物业准备的
奖励物资包括四色垃圾桶、
干粉灭火器、抽水泵、桌椅等
9种物资。杜店街道坚持党
建统领物业服务企业融入基
层治理的总体思路，积极搭
建多元共治平台，构建起了
党工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
协同、公众参与的治理体系。
同时，在街道有限的经费中，
挤出资金，购置了一批物业
保洁用工具，用于奖励先进
物业，激发物业企业积极性，
鼓励他们做实做细常态化疫
情防控、文明城市创建等工
作，为辖区居民提供更好的
物业服务，创造品质更高的
宜居环境。

“这份奖励不仅是对我
们物业工作的肯定，也为下
一步工作增添了动力，物业
服务无止境，今后我们将继
续服务好小区居民，全方位
配合好街道和社区的各项工
作，助力街道发展。”海通物
业公司经理说。

下一步，街道将继续推
进相关工作的落地，不断鼓
励嘉奖在各项工作中表现突
出的先进单位和个人，推动
党建统领下的物业服务管理
以及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
良性互动，加强和完善社区
治理，提升小区物业管理服
务水平。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
心记者 张贵英 通讯员
张会玲

落实防控不到位
40余家门店被封

滨州8月2日讯 为深入
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的总体要求，进一步筑牢疫
情防护网，全力守护人民群
众生命健康安全，滨城区市
西执法中队加大宣传和监督
检查力度，引导、督促商户始
终绷紧疫情防控弦，对疫情
常态化防控措施落实不规
范、不到位的门店及商户进
行批评教育及关停整改。近
日，查封落实常态化防控措
施不到位门店40余家。

接下来，市西执法中队
将继续高密度、高频次、高要
求开展门店及商户疫情常态
化防控专项工作检查，重点
检查防疫码张贴扫码、从业
人员核酸检测、门店消杀等
常态化管控措施落实情况。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
心记者 刘萍 通讯员 魏
子晴

滨州8月2日讯 为深入落
实“在知爱建”主题实践活动，推
进美丽幸福河湖建设，助力全国
文明城市创建，近日，滨州市河
长制办公室在簸箕李灌区开展
河湖长制进校园、进社区、进机
关、进企业、进乡村“五进”宣传
暨“五老”护河志愿服务活动。

“五老”护河志愿服务队30
余人观摩了簸箕李灌区引黄闸、
渠首自动化测流设备，详细了解
了全市引黄供水情况和水务建
设情况。随后，“五老”护河志愿
服务队沿簸箕李干渠开展了护
河志愿活动。针对当前暑期青
少年溺水事故高发，志愿服务队
在灌区沿途开展了暑期青少年

防溺水宣传，并沿簸箕李干渠安
装了防溺水警示牌，为青少年筑
起防溺水安全屏障。

市河长制办公室积极开展
河湖保护志愿服务队伍建设，打
造具有特色的河湖志愿服务“品
牌队伍”。“五老”护河志愿服务
队主要由老干部、老战士、老专
家、老教师、老模范组成，同时被
聘为全市“义务河长”，致力于开
展志愿巡河活动，发现河湖违法
问题，对破坏河湖行为进行文明
劝导，参与关爱河湖、保护河湖
的志愿服务活动，携手共建美丽
幸福河湖。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张贵英 通讯员 徐鹏

滨州市城乡水务发展服务中心主任李栋为“五老”护河志愿者颁
发聘书。

滨州“五老”志愿者巡河护河防溺水

滨州现代水网布局持续优化

今年重点水利工程完成投资21.06亿元
滨州8月2日讯 近日，滨州

市政府工作部门、单位“扛牢使命
亮进展”政务公开活动举行。滨
州市城乡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潘清军围绕水工程建设、水灾害
防治、水资源管理、水环境治理、
水安全保障等5个方面做了汇报。

2022年，市城乡水务局深入
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战略要求，立足源水、用水、
留水、节水、管水“五水并举”要
求，聚力实施涉水事务管理一体
化、水资源配置一体化、城乡供水

一体化、水灾害防治一体化、水环
境提升一体化、现代水网布局一
体化、融资建设运营一体化等“七
个一体化”建设。重点水利工程
完成投资21.06亿元，占年度计划
投资的59.91%，现代水网布局持
续优化；抓实抓细水旱灾害防御
和城市防汛，漳卫新河应急清淤
清障工程提前完工。建立“指挥
大厅+防汛队伍+专业抢排队伍”
机制，成功应对了极端强降雨和
小清河洪峰；全方位贯彻“四水四
定”原则，深入推进黄河水资源超

载区治理，谋划推进多水源配置
格局，逐步提升再生水、河道雨洪
水、地下水、淡化海水的利用率；
制定水环境治理“1144”工作思
路，实施新立河九大片区治理。
各级河长巡河12万次2.7万公里，
完成102条美丽幸福河湖达标建
设，10条美丽幸福示范河湖创建
完成总体进度的61%，完成10条
河道水系绿化，治理水土流失面
积20.6平方公里，提前半年超额
完成年度任务；加强引调水管理，
上半年引蓄黄河水5.49亿方、长

江水2300万方、生态水6900万
方，竭力保障生产生活生态用水
需求。实施小开河、韩墩等5个大
中型灌区节水改造，完成420个
村村内老旧管网改造，提升了35
万人饮水质量。探索推进农村供
水管护机制改革，谋划推行“县级
公司直管到户”和“1+N”（县级公
司+服务公司）模式，全力提升供
水管理水平。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
者 张贵英 通讯员 王兆坤
赵乐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