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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李剑桥

本报通讯员 曹 蕾 蒋惠庆

“点击这里可以进行安全学习，选择需要完
成的专题活动就可以跟孩子一起按步骤操作完
成。”在无棣县柳堡镇小苟家村汪玲玲家中，志
愿者王树霞正在耐心地教她如何使用“安全教育
平台”APP。原来，王树霞在走村入户时，得知
汪玲玲正为不知如何辅导孩子进行“安全教育平
台”专题学习着急，便详细进行了讲解，解决了
她的难题。

群众在哪里，文明实践活动就延伸到哪里，
群众需要什么志愿服务就开展什么。柳堡镇党委
宣传委员张家斌说，每个月，村里的志愿者、网
格员都会挨户走访或到田间地头，寻问群众需
求。能解决的现场帮助处理，不能现场解决的，
会登记在群众需求清单中，限定时间内为群众解
决难题。

“嘀嘀嘀……”王树霞的手机又响了，原来
是收到了群众对他们前几天志愿服务的满意度评
价。她告诉记者，居民可以通过“无棣融媒”
APP文明实践板块直接提交需求，文明实践所则
根据群众需求，将其分配给对应的志愿服务队，
招募志愿者，帮助解决困难。无棣县委宣传部副
部长宋鹏说：“每月1号、15号都会发布县新时
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清单，公布县级28支志
愿服务队伍开展活动内容。”

2020年以来，无棣县共建设文明实践站所
564个，组建文明实践队伍600余支，拥有新时代
文明实践志愿者5000余名。他们以“热心志愿
注重公益”为宗旨，广泛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引
领广大群众参与文明实践活动，架起了为民服务
的“连心桥”。

无棣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通过项目化、品
牌化融合建设，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深入人
心。“我们倡导各文明实践站所结合实际，因地
制宜创建志愿服务品牌，力争实现‘一村一
品’。目前，正在积极打造‘红柳暖心’爱心养
老等志愿服务品牌，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力。”
宋鹏说。

“乡村振兴，用大白话讲就是要让乡村更整
洁更美丽，让乡亲们都富起来，腰包鼓起来！”这是车王镇“五色红”
志愿品牌中，“党员红”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给群众讲解政策。市级最
佳志愿服务项目、无棣县慈善义工协会倡导发起的“一元爱心撑起一片
蓝天”活动，已连续开展了5年，号召爱心人士每天每人奉献一元爱
心，十人为一组，每月300元帮扶一名品学兼优的困难学子。市级最佳
志愿服务项目“521”关爱失独家庭、心肺复苏全民普及、“爱传棣”
婚姻家庭辅导等志愿服务品牌犹如明灯，引领和带动志愿者、党员干部
奉献爱心关爱他人。

在抗击疫情一线、田间地头、文明实践站所，无棣县5000余名志愿
者值守筑牢疫情防线、讲解科技种田知识、开展文艺演出活动，用心为
群众带来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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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首笔手机签约农村土地流转业务武城落地

远隔千里不见面 土地流转“掌上办”
◆促进土地流转规范进场交易 ◆利于盘活农村土地资源

□ 本 报 记 者 纪 伟
本报通讯员 臧德三 殷伟杰

在临沂市兰山区半程镇沙汀社区，
70岁的张希田几乎每天坚持到柳青河边
散步。透过清澈的河水看鱼儿游来游
去，感受花草间白鹭惊飞的美景，老人
的心情格外清爽。老人坦言，这样的好
景在治理之前是很难遇到的，多亏了新
安装的金锣净水设备。

在沙汀社区东南侧，安装着老人口
中的净水系统，每天有近800吨的社区
生活污水通过设备净化后汇入河中。迄
今为止，金锣集团累计投资6 . 7亿元，
安装了249台套净水系统，日综合处理
污水7 . 5万吨，探索出“分散式污水处
理 + 河流 +湿地”的城乡污水治理模
式。2016年全国城市黑臭水体整治监管
平台显示，柳青河西支的水体黑臭度是
重度。经过几年治理，昔日“纳污河”
发生蝶变，如今已白鹭蹁跹，鱼儿成

群。
兰山区水系发达、水量丰沛，包括

柳青河在内的72条河流呈脉状分布。然
而，由于兰山地处平原，河道坡度小、
流速缓、水动力条件差，河道极易淤
积，水流不通造成了一些水体水质恶
化。

“兰山区水资源条件优越，如果能科
学规划，打通水系淤塞和断流等问题，
一个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水美乡
村将跃然而起。”兰山区水务局局长李
继芳说，目前兰山区制定了“近、中、
远”三步走战略，规划了“大流域辐射
小流域，小流域延伸全区域”的治理推
进路线，局域先行，着力优化“三片三
网”布局。

3月15日，在兰山区方城河治理工程
施工现场，几台大型机械正在对年久失
修的河堤进行加固作业。现场负责人赵
波告诉记者，这段河堤之前老化退化严
重，抗洪能力薄弱。针对该河道的水系

改造工程，将在今年5月底完工，完成后
可防20年一遇洪水，周边环境也将进一
步改善。

2019年，兰山区在临沂市率先谋划
实施全域水系工程，2020年4月，获批全
国水系连通及农村水系综合整治试点。
经过几年的持续治理，联动开发“水、
岸、滩”，一体打造“堤、路、景”，
统筹推进水安全、水环境、水生态、水
和谐成为共识，一张“河河相通、河库
相连、连片打造、河塘同治”的大水网
格局徐徐开启。

兰山区在东部片区，整治茶山北、
茶山南2条干渠，连通沿线4条河流，保
证河道基本生态用水，改善河流水生态
环境质量，实现“河河相通”；在北部
片区实施调水、引水、供水、补水工
程，实现“河库相连”，解决工业及生
态用水不足问题；“连片打造”西部片
区，通过“搬出一座岛、修建两座闸、
整治三条河、疏通四条溪”，实现祊河

水资源的循环利用以及对内河水量的丰
枯调剂。

在治理过程中，兰山区创新资金筹
措模式，建立“政府引导、地方为主、
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多元化筹资机
制，采取“上级财政补一笔、区级财政
出一笔、镇级财政拿一笔、城投公司融
一笔”的办法多渠道筹资。在施工过程
中建立项目清单，明确每个工程建设节
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高效推
进，按时完工。

“以前河水不流动，臭味难闻，经过
得捂着鼻子。现在水流动起来了，再也
闻不着臭味了。”正在河边遛弯的白沙
埠镇邵双湖村村民王孝友对治理成效竖
起大拇指。

让王孝友点赞的是去年10月份动工
的沂河茶山拦河闸至孝河水系连通工
程。短短几个月，孝河成功补水，水质
好了，河畔的生态文化景观也有了很大
提升。

■编者按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山东各地守牢生态红线和环保底线，坚决打

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淄博高新区初步建成垃圾前端分类投放、中端分类收运、末端分类处理体系，居民生活

环境不断改善；临沂市兰山区谋划实施全域水系工程，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乡村正跃然而起。

临沂市兰山区谋划实施全域水系工程，下大力气开展河道水系改造

昔日“黑臭河”蝶变“景观河”

□记者 常青 报道
本报济南3月17日讯 记者今天从省交通运输厅获悉，今年1-2月

份，全省城市轨道交通累计客运量3171 . 81万人次，同比增长118 . 38%，
较2019年增长30 . 02%；日均客运量53 . 76万人次，较2020年全年日均客运
量增长40 . 77%，较2019年全年日均客运量增长4%。

济南地铁2号线日前已顺利通过工程竣工验收，为下一步初期运
营打下了坚实基础，计划3月中下旬进入初期运营阶段，届时市民可
购票乘车。据悉，济南轨道交通2号线西起王府庄站，沿刘长山路—
腊山北路—张庄路—堤口路—北园大街—七里堡路—祝舜路—西周
南路—飞跃大道走行，东至彭家庄站，长约3 6 . 4公里，途经槐荫
区、市中区、天桥区、历下区、高新区、历城区，连接腊山片区、
西部新城核心区、老城区、高新区及唐冶新城等重点区域，对加强
东西部交通联系、支撑城市空间发展、优化城市布局具有重要意
义。

济南地铁2号线

通过工程竣工验收
3月中下旬开放运营

□通讯员 霍广 报道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

“李”花开。邹平市南部山区部分村
庄的李子花迎春绽放，一簇簇娇嫩洁
白的李子花缀满枝头，繁花如雪，染
白山间，犹如一幅美丽的雪景画卷，
吸引不少市民踏春赏花、拍照留念。

千树万树李花开

乡村春景入画来

□记 者 张双双
通讯员 吴 华 杨娜 报道

本报武城3月17日讯 “填信息、验
身份、签合同……一键操作，远程签约，
家里的3亩地，在手机上就承包给了合作
社。”纪恩超回想十几天前，远在千里
之外的湖南，即可用手机完成自家土地
经营权流转，那简便快捷的过程，历历
在目。

纪恩超，武城县武城镇肖邢王庄村村
民，全家常年在外务工，自家的3亩地一
直由亲戚代为耕种。3月1日，由武城县相
关部门开发的“掌上农经”手机软件上线
后，纪恩超第一时间提交了土地流转信息
并成功交易，成为山东首笔通过手机端签
约的农村土地流转业务。

土地流转规模经营可解决农民外出务
工后“谁来种地”的问题，但信息不畅、
办理麻烦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流转
效率。据统计，截至2020年底，武城县农
村耕地流转总面积为33万亩，占耕地面积
的一半左右，其中，农户间自发流转占
比28%，流转双方权益难以得到保障，纠
纷时常发生，不利于规模经营和规范管
理。

“掌上农经”软件的上线，可有效解
决这些问题。该软件是依托县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信息管理平台汇聚的“三农”数
据资源而搭建的一款电子签章公共服务移
动终端，设有“土地流转”“我要转出”
“我要承包”和“抵押贷款”等服务，可
发布土地供求信息、在线签订合同，可实

现全流程不见面的土地流转和经营权抵
（质）押。

早在2017年，肖邢王庄村便成立了武
城县第一个村党支部领办土地股份合作
社，共有101户的384亩耕地入社。“当时
村广播通知农户到村委会签合同，一式五
份文本签完后，还要去镇农经所盖章，之
后再到县里备案。因为是本县第一个，还
需要部分入社农户来县里当面确认，好一
番折腾。”村党支部书记高振河说。如
今有了“掌上农经”软件，土地流转效
率和农户流转土地积极性大大提高，像
纪恩超一样在外务工的不少村里人最近
都进行了签约。

“目前软件正在全县推广。”武城县
乡村振兴服务中心副主任赵淑莉说。从

2014年12月武城县农村综合产权交易
中心成立，到2015年底完成农村土地
承包确权登记颁证，并建立农村土地
承包确权信息库，再到2017年9月开发
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息管理平
台，武城一直在探索实践农村土地改
革发展。

“当前，我省土地流转量逐年增
加，对土地流转管理服务提出了更高要
求。手机软件交易，方便了流转双方办
理相关业务，缓解了流转双方信息不对
称问题，促进了土地流转规范进场交
易。”省农业农村厅政策与改革处一级
主任科员张珂表示，“全流程不见面土
地流转”的实现，有利于进一步盘活农
村土地资源。

青岛成立国内首个供应链行业

法律公共服务中心
□记者 肖芳 报道
本报青岛讯 近日，青岛市供应链协会联合文康律师事务所共同成

立“青岛市供应链行业法律公共服务中心”。这是全国首个供应链行业
法律公共服务中心。

青岛是全国首批供应链体系建设试点城市和全国供应链创新与应用
试点城市之一，近两年试点期间在供应链平台模式建设、供应链技术创
新迭代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效果。目前，供应链金融体系的迅猛发展对风
险控制和行业监管提出了新的需求。该服务中心成立后，将为供应链相
关平台公司、核心企业、金控公司、产销企业、物流企业，提供包括公
司设立、业务模式合规、交易风控设计等结构化融资、并购重组、数据
合规在内的窗口化、一站式、综合性法律服务，维护企业主体合法权
益，提升青岛供应链行业的法治化建设水平。

□记者 郑莉 通讯员 蒋锐 报道
本报威海讯 威海市《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实

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出台，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政府
引导、多方参与的原则，多种形式开展婴幼儿照护服务。计划到2023
年，全市婴幼儿照护服务管理体制机制初步建立，家庭婴幼儿照护服务
广泛开展，各区（市）、开发区至少建立一处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托育
机构。

《意见》明确将加大对家庭婴幼儿照护的支持力度。全面落实产假
及相关政策，开展家庭照护指导服务，婴幼儿科学养育指导服务项目已
纳入2021年度政府民生实事，将结合群众实际需求，为新生儿家庭免费
发放科普教材。

根据《意见》，威海市将加快婴幼儿照护服务设施建设，并明确了
包括加强用地保障、落实优惠政策、强化人才培养、强化卫生技术指导
等在内的具体支持鼓励措施。支持举办非营利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
鼓励幼儿园兴办托育机构或开设托班，支持用人单位在工作场所提供福
利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支持和引导社会力量兴办托育机构，提供多层
次、多样化的托育服务。

目前威海市共注册托育机构40处，另有18所幼儿园开展托幼一体
化服务，共设置托位2217个，目前在园婴幼儿759名。威海市将强化机
构信息管理，依托国家托育服务机构信息管理平台，对托育机构进行
备案管理，目前全市有3处托育机构通过备案，其他机构正在备案
中。

威海出台3岁以下婴幼儿

照护服务发展实施意见

□ 大众报业记者 刘磊 伊巍

垃圾直运车司机王超驾驶车辆来到
淄博高新区金都花园，对生活垃圾进行
清运。

与以往不同的是，王超只清运厨余
垃圾桶内的垃圾。“不同的车辆输运不
同的垃圾，处理的方式也不同……”王
超车辆内的垃圾不再中转，而是直接把
垃圾运往高青县厨余垃圾处理中心。

一切的改变，源于淄博高新区对垃
圾分类清运模式的调整：原来的混装混
运，变成了分类直运。

垃圾运输过程中很容易产生二次污
染，“现在的直运车就不存在这种情
况。这样分类直运方便了末端处置，让
垃圾分类处置更加高效且有针对性。”
淄博高新区综合行政执法与应急管理局

市容市政科相关负责人表示。
为保障生活垃圾分类效果，淄博高

新区严格执行专车专用标准，明确车辆
标识，全面落实专用车辆对厨余垃圾、
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其他垃圾的分类
运输，杜绝混装混运，初步建成了前端
分类投放、中端分类收运、末端分类处
理的体系。

“这个过期化妆品是有害垃圾，会
对人体健康以及环境产生危害，需要经
过安全处理。”“纸壳可以投进智能回
收箱，回收箱会自动称重，您还能兑换
现金。”去年9月30日，淄博高新区首批
56名垃圾分类引导员“上线”，教授试
点小区居民如何正确进行垃圾分类，淄
博高新区垃圾分类步入全域化推进阶
段。

活力城作为淄博高新区首批垃圾分

类试点小区之一，去年起实施垃圾分类
工作，撤桶并点，将原有分散的垃圾点
位合并成标准化分类收集点，并在每处
收集点配备引导。同时，在试点小区设
置智能回收箱，为小区居民免费分发可
回收垃圾桶。

截至目前，淄博高新区已在活力
城、奥林新城、金都花园、中润华侨
城、金域馨园等5个小区以及王南、甘
家、赵庄、南营、北营、朱庄等6个村居
建成垃圾分类示范小区。

“实施垃圾分类，居民改变生活习惯
十分重要。”示范小区相关负责人认为，
依靠每个家庭的习惯来形成对整个社会
的约束，从源头上做好分类工作，是垃
圾分类顺利推进的关键。

垃圾分类让居民们感受到了实实在
在的变化。“以前一靠近垃圾桶就能闻到

臭味，而且桶外脏兮兮的，再好的小区
环境也会大打折扣。如今，垃圾分类让
小区更加干净卫生。微信扫下二维码，
垃圾往里一扔，简单省事还能赚钱。”
淄博高新区活力城小区居民宋敏说，从
不习惯到积极参与，再到精准投放形成
常态，逐渐找到了垃圾分类的意义。

不仅如此，为让垃圾分类深入人
心，淄博高新区还聘请了60余名宣讲员
上门入户宣讲垃圾分类知识。

“一开始，一天清运一趟就可以，现
在居民垃圾分类的意识越来越强，有时
候一天得跑三四趟。”淄博众益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垃圾清运员巩芮说，智能回
收箱内装有满溢感应装置，当垃圾存放
至一定量，就会发出信号通知工作人员
及时清理回收。

淄博高新区初步建成前端分类投放、中端分类收运、末端分类处理体系

垃圾分类直运 小区更加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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