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张双双 

   本报通讯员 邓 静 杨鸣宇

  记者从1月25 日召开的德州市委农村工作
会议上了解到，2021 年，德州市聚焦打造乡村
振兴齐鲁样板，尤其是着力推进“四个部省联
创”：即“吨半粮”生产能力、中国（德州）
农业食品创新产业园区、德州扒鸡等农业优势
特色产业培育、国家农业绿色先行区建设等四
项重点工作，被列入农业农村部、山东省政府
共同推进现代农业强省建设方案，乡村振兴取
得阶段性成效。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新投入衔接补助资金2 . 32 亿元、实施项目
158 个，脱贫人口年人均纯收入达到10528 元。
健全动态监测和即时帮扶机制，纳入防止返贫
监测对象383 户 1047 人。以“构建困难群体全
生命周期基本生活保障体系”为目标，打造社

会大救助升级版。
  全市农业基本盘更加稳固。坚决扛牢粮食
安全党政同责，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607 . 7 万
亩，克服秋汛、降雨等不利影响，粮食生产再
夺丰收，面积、单产、总产实现“三增”。坚
持“五级书记”抓粮，力争用5年时间在全国
建成第一个大面积“吨半粮”示范区。生猪生
产、鲜活农产品稳产保供在抗击疫情、稳定经
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压舱石”作用。
  乡村振兴战略突破路径更加明晰。“吨半
粮”生产能力建设、“食品名市”建设和“双
镇百村”建设等重点任务，成为引领乡村振
兴战略的突破口，得到国家和省关注支持。
全国农田建设工作现场会、第七届中国驴业
发展大会、全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暨农
村厕所革命问题摸排整改现场会和“乡村振
兴齐鲁论坛2021 ”相继在德州市召开。
  组建德州市振兴乡村投资运营集团，省政
府正式批复建设山东乡村振兴实践研究院。全

市新增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1家、省级现代
农业产业园2家；新增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1 家，总数达10 家，居全省第5 位。“三
品一标”认证产品855 个，主要农产品监测合
格率 98% 以上。“德州味”品牌体系日趋健
全，区域公用品牌授权企业达到75家。在全省
率先出台“快递进村”财政奖补政策，构建
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实现电商快递物流
“村村通”。
  乡村融合化发展步伐明显加快。上线德州
智慧就业平台系统，新设23家市级乡村振兴专
家服务基地，乡村振兴融合发展高端专家智力
服务活动项目成为全省唯一国家级示范团项
目。县、乡、村三级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所、站）实现全覆盖，建成全省首家“两中
心”（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县级融媒体中
心）深度融合、“市、县、乡、村”四级贯通
的文明实践云平台，县级以上文明达标村覆盖
率达94%。创建“美丽庭院”17 . 2 万户，农村

地区清洁取暖改造完成率100 . 5%，农村改厕提
升完成率110%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黑臭水
体治理全面完成任务，累计完工“四好农村
路”837 公里，建成城乡生活垃圾填埋场和焚
烧厂15 座，创建10 个国家级县域节水型社会
建设达标县。
  圆满完成新一轮村“两委”换届，年龄结
构、文化结构明显优化。实施“打造区域党建
联合体，推进乡村融合发展”书记项目，全市
行政村数量由7951 个融合为5102 个，建立党建
联合体426 个，覆盖3071 个村。实施新型经营
主体“双百”提升工程，培育农民合作社
1 . 35 万家、家庭农场 7356 家；实施村集体经
济发展壮大行动，村集体经济收入5万元以下
的村全部“清零”，村集体经济收入10 万元以
上的达到 80%。全力推进党建引领网格化治
理，建立“网格吹哨、部门报到”机制，农
村网格进一步织牢织密，初步形成共建共治
共享乡村善治格局。

  □ 本报记者 张双双

   本报通讯员 石秀秀 徐杰

  “窗帘行动”的发起，源于一次小意外。
  68 岁的韩再军是德州市德城区新湖街道林
苑小区的一名物业经理，也是一名老党员。
“之前小区有一个独居户，虽然她年龄还没我
大，但身体有些疾病，我平时会特别留意一
下。有一次她几天没露面，窗帘也没打开，我
有点担心。后来打听得知，其被家人接走治病
了，我这才放了心。”
  林苑小区是一个老小区，6 栋楼，共 126
户。其中，家中有70 岁以上老人的有40 户，
约占总户数的三分之一，这里面长年或季节性
“空巢”甚至独居的老人占比不低。韩再军意
识到，这样的老人在日常生活中存在诸多不安
全不确定因素，怎么才能尽量化解这种风险
呢？他想到了那紧闭的窗帘，想通过窗帘做点

文章。
  65 岁的宋杰和68岁的毕言凤同样是退休的
老党员，也是小区里的“热心肠”，经常参与
一些志愿服务活动。他们得知韩再军的想法
后，举双手赞同。“年轻人都在外忙工作，我
们虽然退休了但还有能力，愿意去做这个事
情。”毕言凤笑声爽朗，幽默地说，“跟80 岁
老年人比，我们还是‘年轻人’呢。”
  2021 年11 月份，通过摸底，他们三个人选
定了33户作为主要服务对象。这些户家里都有
年龄偏大、行动力差、体弱多病的老人。他们
和这些老人约定：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
打开窗帘，让大家知道“我很好”。
  1 月 14 日 8 时许，记者看到，身着红马甲
的韩再军等三人如约聚到小区楼下，对照手中
名单，逐一查看33户的窗帘是否都拉开了，并
在名单上标注。经过大约20分钟的检查，发现
窗帘都已拉开后，他们才踏实放心地离开。三
位老党员头发都已花白，做事非常认真。平日

里，发现窗帘没打开的，他们会立即上楼询问
查看。“现在每天有人惦念着咱，心里暖，也
踏实。”81岁的小区居民李大爷说。
  三位老党员以“窗帘是否打开”为信号，
坚持每天关注小区老人起居是否如常，这一善
举引起了德州市委老干部局的关注。
  经过一番调研，1月24 日，德州市委老干
部局、共青团德州市委、德州市民政局、德州
市卫健委联合发出通知，在全市推广“窗帘行
动”助老志愿服务项目。德州市委老干部局组
织教育科科长张敏介绍，将以“窗帘行动”为
起点，探索更多符合老年人需要、便于志愿者
操作的志愿服务项目。
  记者了解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德州全
市城乡以老年人为主组成的志愿服务团队达
300 多支。像德城区丰华社区的“乐缝创意
坊”，现有35 名成员，年龄最小的64 岁，他们
主要为社区内的空巢、残疾、多病、困难家庭
提供连心缝补、畅心聊天、暖心洗衣、悦心理

发、舒心理疗和爱心帮扶“六大便民服务”；
像禹城市市中街道鬲津社区志愿服务队，他们
的老年志愿者经常利用旧衣物和碎布料缝制鞋
垫，送给周围有需求的人；像夏津县新盛店镇
拐儿庄村志愿服务小队，每月定期给村里的老
人义务理发，已经坚持了5年。
  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德州市60岁
以上人口达到116 万余人，比重超过20 . 73% ，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老龄化已成为当地必须应
对的社会现实问题。“‘窗帘行动’也许不是什
么轰轰烈烈的壮举，但是易操作、暖人心且很
有效。这种善行义举可以说是星星之火，能够
发挥大能量。”德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老干
部局局长郭洪霞表示，很多退休老人有能力有
意愿从事公益服务继续发光发热，社会价值不
容低估。对此，当地会积极引导，持续推进离
退休干部党建融入基层党建，形成“以老助
老”的良性循环，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
所依、老有所养，助力全社会共治共享。

  □记者 贺莹莹 
  通讯员 张圣祺 报道
  本报德州讯 日前，德州市总工会举行医
疗补助金集中发放仪式，共向市直部分机关企
事业单位的27 名患大病职工发放医疗救助金
51 . 7 万元。据悉，自去年开展医疗互助保障工
作以来，德州市总工会共为全市54 名职工发
放大病救助金158 . 9 万元。
  为强化工会组织的责任担当，巩固脱贫
攻坚来之不易的成果，德州市总工会瞄准职
工最关心、最急需、最现实的需要，2021 年
为全市困难职工发放医疗和生活救助金共计
330 多万元。此外，他们还开展了形式多种多
样的服务职工活动，为全市在档困难职工提
供必要的医疗救助和生活救助，推出“金秋
助学”活动帮助他们的子女能顺利上学。在
帮扶措施上，他们及时将出现致困返困情况
的职工纳入困难职工帮扶档案，根据困难职
工的家庭情况、实际需求等，按照“缺什么
补什么”的原则，因户因人开展精准帮扶，
努力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记者 贺莹莹 
  通讯员 张兆坤 姚强 报道
  本报宁津讯 “这些烟花爆竹本是想过年时
回农村老家放的，现在全面禁燃禁放了，就拿来
换绿植。”1月24日，在宁津县宁城街道福宁社
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居民刘晓阳拿出家中留存
的烟花爆竹置换了鲜花绿植。
  “宁城街道作为宁津县主城区，从去年开始
便禁燃禁放烟花爆竹。但很多居民家中会留存烟
花爆竹，准备过年回农村老家燃放。我们街道鼓
励居民将留存的烟花爆竹上交，过一个安全、干
净、清爽的春节。”宁城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
处副主任李磊说。宁城街道依托辖区范围内9个
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烟花爆竹置换活动，
居民们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不仅可以置换鲜花绿
植，还可以置换生活用品，既消除了家中留存烟
花爆竹的安全隐患，又获得一定的“补偿”。
  康宁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志愿者刘国顺
说，置换绿植可以改善家里的空气，又有美化作
用。“禁燃禁放这个政策好，我在我们社区第一
个参加了置换活动。”东方花园小区的居民张景
太说，自己是小区的保洁员，“现在大家的环保
意识增强了，小区卫生也好打扫了”。“办喜事的
仪式还是要有，不放烟花爆竹，挂上灯笼、插上
彩旗照样很喜庆。”安业社区的居民冯希惠说。
  据统计，自1月11日至24日，宁城街道9个
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共置换出鲜花绿植600 余
盆、日用品100 余件。宁城街道的工作人员还将
一部分鲜花绿植作为新年礼物，送到辖区困难家
庭、残疾人家庭，为他们家里增添新年喜气。

三位退休老党员以“窗帘是否打开”为信号关爱“空巢老人”，德州全市推广———

“窗帘行动” 迸发 “以老助老”大能量

 德州以“四个部省联创”为重要抓手推进乡村振兴

农业基本盘更稳固 突破路径更明晰

突破提升开新局·盘点2021

  □记者 贺莹莹 
  通讯员 洁令 凡存 俊良 报道
  本报庆云讯 北京冬奥会即将开幕，作为
本届冬奥会的器材供应商，庆云企业山东领先
康体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领先康体”）
生产的教练席平台、看台和座椅等设施，在国
家滑雪中心“雪飞燕”基本安装完成。
  去年10 月，“领先康体”接到了为国家高
山滑雪中心安装看台设施的任务。对于多次参
与大型赛事的“领先康体”而言，制作看台原
本是“看家本领”，但本次与以往在平地上搭
建不同，看台要建在高山上。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位于北京市延庆区小海
坨山南麓，是国内等级最高以及首个符合冬奥
标准的高山滑雪场。据“领先康体”冬奥项目
经理李隆强介绍，小海坨山施工现场日间最低
气温可达-15℃，风力常年为7— 8 级，不仅高
空作业困难，对于产品性能更是巨大考验。
  面对恶劣的气候条件，普通的装配式看台
系统及座椅容易失去韧性，甚至发生脆断。因
此，除设施的承载力、舒适度等性能应符合顶
级赛事要求之外，还必须具备抗冻、抗震、防
风、防滑等特种性能。因而在批量生产前，
“领先康体”装配式看台系统及座椅均经过了

严格的选料、试制和测试。
  为确保如期交付，“领先康体”采用了设
计、制造、安装三同步工作方法，员工加班加
点，密切配合，攻克了一个个技术难题，在3
个月内出色完成了项目的施工安装。
  此前，东京奥运会射箭场馆看台的5000 多
个座椅，也全部由“领先康体”制造。再度服
务北京冬奥会，不仅是对“领先康体”的高度
认可，也表明庆云体育产业从低端竞争迈向中
高端市场。而庆云体育产业的华丽转身，得益
于该县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新旧动能
转换的务实举措。　

  走进庆云县体育器材展厅，电动篮球架、
电子护具、智能健身器械等产品，琳琅满目。
国际羽联认证、中国田径协会认证等证书整齐
排列。庆云体育产业起步于20 世纪 70 年代，
从单一传统路径发展到如今百余个类别千余种
产品，已成为国内体育用品专业生产基地。
2020 年，庆云县获批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
  截至目前，庆云县拥有体育器材制造及销
售企业200余家。其中，国家及省级示范企业3
家、国体认证企业6家。多家企业培育出国际
知名品牌，2021 年体育产业产值超40亿元，销
售网络遍布20多个国家和地区。

“雪飞燕” 看台系统 “庆云造”

  □记者 贺莹莹 通讯员 李榕 报道
  本报德州讯 1 月 22 日10 时许，满载消毒
防疫物资的运输车，从位于德州运河经济开发
区的山东消博士消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消博士”）厂区内驶出，4个小时后抵达
北京。“从2021 年 12 月初接到订单后，我们已
经发出去多批次货物。目前，我们随时按要求
发货。”公司副总经理蒋媛媛说。
  德州市是液体消毒产品生产、经营大市，
共有相关企业160 余家，“消博士”成立于2011
年，专注高端消毒产品制造，是集研发、生
产、销售、消毒服务于一体的专业化高新技术

企业。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初期，“消博
士”召集全体员工上班，并紧急招聘百余名工
人，重新启动生产线，日夜赶订单，积极助力
抗击疫情。
  “公司目前已研发高端消毒制品百余种，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67 件。”蒋媛媛说，“消博
士”拥有消毒行业生产企业最高标准的生产环
境及研发实验室，同时聘请多名行业内专家为
技术顾问，搭建“产学研”一体化平台及博士
工作站，不断提升产品研发能力。
  不久前，“消博士”从众多同类竞标企业
中脱颖而出，成功入选北京冬奥会卫生防疫物

资供应商，主要供应手卫生消毒、物体表面消
毒和低温消毒系列等3类消毒产品，每款产品
都对标最高行业标准，满足冬奥场馆高寒特点
和绿色环保要求，用高标准的消毒灭菌功效，
为冬奥会保驾护航。
  一瓶瓶消毒液在自动化生产线上有序灌
装、封口、装箱。“每一道工序都要经过严格
的质检环节，确保每一瓶消毒产品的品质。”
蒋媛媛说。以免洗手消毒凝胶为例，它的原料
采用最高标准原料——— 特种乙醇，高于食品质
量等级，能做到脱醛的效果，使用时可有效避
免产生不适症状。针对冬奥会这种特殊的环

境，此次供应的这款低温消毒剂，其最大特点
是在-23℃到-40℃的环境下不结冰，并且能最
大程度保证消毒效果。
  为了确保防疫物资安全、准时送达，“消
博士”调配技术团队和精干职工，及时扩大产
能、产量和库存，并对物流运输和疫情防控等
环节进行了精心设计。“供应冬奥会的消毒产
品分多批次运往指定地点，全程实现了物流运
送的专车专员闭环管理。”“消博士”董事长王
金强介绍，接下来，公司将按照北京冬奥会组
委会的要求组织好生产，为冬奥会的疫情防控
工作贡献力量。

德州“消博士”助力冬奥会

  □记者 张海峰 
  通讯员 嵇磊 李亚鲁 报道
  1 月20 日，平原县腰站镇锅培
口村召开文明新风表彰大会，对全
村美丽庭院、现役军人家庭和新乡
贤家庭进行隆重表彰，为全村130
余名60岁以上老人每人发放100元
过年“红包”。
  锅培口村党支部领创合作社，
让村民致富的同时，村集体也增加
了收入。村里拿出部分集体收入，
设立红色公益基金，专门用于敬
老、助学、表彰先进、倡树新风等
一系列扶助本村村民的社会公益活
动，帮助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红色公益基金

倡树文明新风

德州去年为困难职工

发放救助金330余万元

  □记者 张海峰 通讯员 朱雪松 报道
  本报临邑讯 1 月25 日，临邑个体工商户刘
小红高兴地说：“我还是第一次办理没有担保、
没有抵押的贷款呢。”刘小红原来以为贷款是很
繁琐的事情，没想到，创业担保贷款申请审批流
程可以一次性告知、贷款资料一次性核实，还可
以免除个人担保贷款的担保要求。
  2021 年以来，临邑县人社局积极为该县小微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开展创业担保贷款工作。严格
按照创业担保贷款申请审批流程，缩减办理环
节，印制统一的贷款申请审批表和资料清单，实
行贷款一次性办理，为949 家个体工商户发放贷
款12660 . 8 万元，创业带动就业效果明显。
  临邑县还实施更加给力的稳岗返还补贴措
施，通过运用大数据比对，跨部门信息共享，企
业网上申报，所有审批数据均可实现系统自动校
验，实现快速申请、审核、拨付。 2021 年，该
县共为144 家企业申请稳岗补贴150 . 89 万元。安
弘制药有限公司负责人乔贤磊表示，这一惠企政
策切实帮助企业减轻了负担，降低了成本。
  稳就业，保民生，揽人才。临邑县按照“民
生为本、人才优先”的工作理念，为“三年十万大学
生兴德计划”配套普惠政策。组织65名临邑籍大
学生先后到机关事业单位、重点企业和民兵训练
基地参观学习。同时，积极为符合条件的博士生、
硕士生和重点高校院所本科生争取就业创业生活
补贴以及进行政策解读。 2021 年以来，该县共为
827 人次发放临邑县大学生就业创业生活补贴
142 . 35 万元。“县里将打造更具特色的就业创业
政策，优化环境，留住人才，提供坚强的人才保障
和智力支撑。”临邑县人社局局长王凤海说。
  临邑县还通过开展免费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
培训，培养各项技能人才6070 人次；在12 个街
道、乡镇开展大篷车送岗下乡巡回招聘会，380
人成功到企业入职。
  “一枝一叶总关情，就业是民生之本、工作
之首，人才是发展的第一要务，2022 年临邑会
继续吸引青年人才，注入新鲜血液，为经济社会
发展注入新动力。”临邑县委书记张旗说。

  □记者 张海峰 通讯员 程彤 报道
  本报禹城讯 日前，禹城市全面开展涉农资
金绩效自评。 2021 年，禹城市共统筹整合涉农
资金7 . 6 亿元，涉及项目67项，连续三年保持稳
增长。
  据悉，涉农资金的投入使用在改善农村交
通、优化农村居住环境、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等
方面持续发力，起到了较好效果。 2021 年该市
新改建农村公路143 . 5 公里，改造危桥20座，实
施路面状况改善工程157 公里、重要及三级路以
上村道安保工程50 . 2 公里，极大方便了农村群
众出行；实施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项目，建成
粪肥还田利用示范区10 万亩，每亩可节约化肥
成本30— 80 元，同时畜禽粪污资源利用率达到
90%以上，显著改善养殖场周边生态环境；新建
10 万亩高标准农田，保障农田“旱能浇、涝能
排、路相连、沟相通”，亩均增产110公斤。

宁津：鞭炮置换鲜花绿植

倡导绿色新风尚

临邑：多措并举助创业

真金白银揽人才

禹城全面开展

涉农资金绩效自评

  □记者 张海峰 
  通讯员 郎春祥 刘君 报道
  本报齐河讯 春节来临之际，齐河县人民法
院与齐河县农商银行联合举办“冬日温暖、关爱
儿童”党建共建活动，为刘桥镇部分贫困儿童及
家庭送去温暖。志愿者为孩子们换上了新衣，
并为他们的家庭准备了米面油、零食、文具
等。随后，志愿者组织孩子们参加了“抢凳
子”和心理沙盘小游戏。
  “齐河县人民法院将结合‘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积极发动各庭室对贫困儿童开展
物质上的帮助和精神上的关怀，让他们切实感受
到社会大家庭的关爱与温暖。”齐河县人民法院
院长张磊说。

齐河俩单位党建共建送温暖

“冬日温暖、关爱儿童”

办实事 见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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