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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广平乡贾刘村原来是一个省定
贫困村，去年成功摘帽脱贫。5月 25日上午，
笔者来到该村看到，一支由中老年组成的文
艺队伍正在村里尽情地演出，十几位中老年
女性人手一把大红扇，在锣鼓队的伴奏下，
正在欢快地扭秧歌。

秧歌队成员马东青告诉笔者，他们既跳
广场舞，也扭秧歌，已经坚持四五年了。该村
人口总计 400多人，坚持文艺演出的有四五
十人，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其中，跳广场舞
的人数众多，分成为两个队。每到节假日，附
近多个村子还举行大汇演，该村常常斩获
“一等奖”。

该村锣鼓队成员贾怀聪说，他 15岁开
始接触乐器，至今已经有 50年。每每敲起锣
鼓，心情就非常欢乐。在快乐的演出中，村民
之间的关系更和谐了，有点小矛盾也都在锣
鼓声中化解了。

殷马村是开发区广平乡另一个群众文
化特别活跃的村子。张立新是该村腰鼓队成
员之一。“我们这个队有 30多人，很多是音
乐爱好者，爱唱戏曲，也唱流行歌曲，还能跳
广场舞，年年举办新春联欢会。”他说，“昨
天，我还去外村传授舞蹈了。”

张笃建是殷马村村主任。他说，每天晚
上，村广场上都人满为患，大家热情高涨，戏
曲一曲接着一曲地唱，广场舞一支接着一支
地跳。为满足群众的实际需要，该村正筹建
舞台。

殷马村的群众不仅参与文艺演出的热
情高，而且演出项目丰富、演出水平高。该村

锣鼓队成员张笃信说，2013年，该村就从高
唐县引进了健身操，目前大家不再局限于跳
广场舞、扭秧歌，已经开始跳民族舞、自编自
演小品等。其中，经典歌曲《妈妈的手》一度
把一广场的人都唱哭了。

据悉，贾刘村、殷马村是开发区广平乡
群众文化生活活跃的一个缩影。该乡群众每
天都自发进行文化演出，已经常态化，每个
村都活跃着各种群众文艺团队，敲锣打鼓，
唱歌跳舞，精彩纷呈。

开发区广平乡的群众文化生活为何如
此丰富多彩呢？这还要从该乡组织得力、高
度重视说起。

开发区广平乡文化站站长邹红霞说，该
乡活跃着 90余支群众文艺队伍，涵盖广场
舞、腰鼓、秧歌、高跷、戏曲等多种文艺形式。
通过开展群众文艺活动，弘扬了民族精神、
时代精神，深入宣传了十九大精神，加强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这背后是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强化，文
化宣传阵地的打造。近年来，在开发区的领
导和关怀下，广平乡高标准建设了文化站、
文化广场。其中，广平乡文化站于 2017年 7
月重新装修，设置了图书室、电子阅览室、音
乐室、棋牌室、书画室、村史馆、道德讲堂等
多个功能室。广平乡文化广场占地面积 2000

平方米，环境优美整洁，地理位置居中，为群
众休闲娱乐提供了良好的场所。

今年，在开发区宣传办的支持下，广平
乡对文化场所不达标的村庄，通过多种渠道
和形式，提升了文化场所。其间，该乡美丽乡
村建设有了大幅度提升。

据悉，作为春秋会盟地，广平乡文化源
远流长，具体包括：以张家楼抗日英雄儿女
为代表的英雄文化，以乐善好施马明智为代
表的乡贤文化，以义推盗贼张天爵为代表的
侠义文化，以毁家纾难张化夷为代表的家国
文化，以勇冠东昌李福同为代表的尚武文
化，以杂技名家张大辫子为代表的民俗文
化。

因此，该乡开展群众文化活动形式多
样，有先天的群众基础。依托这些源远流长
的文化，该乡寓教于乐，大力推进移风易俗
活动。其中，积极开展四德人物评选，张贴四
德榜，选树群众身边的榜样；村村建立了红
白理事会、村规民约；利用宣传车、墙绘、广
播、微信加大移风易俗宣传力度，提倡喜事
新办、丧事简办、厚养薄葬的新风气。

如今，形式多样的群众文化活动，展现
着广平乡的发展活力和奋斗精神；源远流长
的历史文化，彰显着广平乡的厚重底蕴和文
化魅力。当欢快的鼓乐响起，幸福在群众心
里缓缓流淌，美丽在广平画卷上徐徐铺开。

广平乡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带热群众文化生活

锣鼓天天响 戏曲村村唱

开发区讯 正值“三夏”时节，在开发区金
色的田野里，麦浪滚滚，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
因为机械化在唱主角，也因此使这里的“三夏”
生产显得轻松而快捷。

日前，笔者来到广平乡殷马村麦收现场，
看到成方连片的小麦已经成熟，大型联合收割
机正开足马力进行作业。
“今年我们组织安排了 320台小麦收割机

械，其中本地的 280辆机械，并且从外地调配
了 40辆机械，能够确保一星期之内完成全区
近 10万亩的小麦收割任务，机收率能达到

99%。”开发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李新
元说。

为了避免“机械扎堆无活干、麦地空闲无
机用”现象的发生，开发区加强组织协调，科学
调配机械，确保机械全力以赴投入麦收作业，
做到小麦成熟一块、抢收一块，秸秆就地还田，
避免焚烧秸秆现象的出现。同时，开发区还大
力引导农民采用麦收机和玉米播种机联合作
业，争取小麦随收、玉米随播。
“现在这机械收割确实很快，能够随收随

种，以前一个星期的活，现在最多两天就能完

成。”殷马村农户张强说。
笔者注意到，每天在小麦收割机工作间

隙，现场农机检测维修服务人员都会对机械设
备进行检查，并对农机手进行讲解，确保设备
安全高效运行。
“我们合作社安排了服务车辆 20余辆，人

员 40余人以及价值 2000万农机配件，做到
24小时不间断服务，确保能够及时解决农机
故障核问题。”博凯农机专业合作社农机维修
服务人员崔绍清说。
“针对夏收机械化作业特点，我们建立了

安全生产监管机制，完善了应急救援预案，并
在各个麦收现场安排专人盯靠，重点对拖拉
机、收割机无证驾驶，酒后驾驶和非法载人现
象进行检查，全力确保农机化安全生产。”李新
元说。

此外，开发区农机、农技等人员组成的三
夏生产服务小组，深入田间地头，强化三夏生
产的技术指导和服务，及时为群众排忧解难，
确保了“三夏”生产快捷、安全、有序进行。截至
目前，全区共收割小麦 8.65万亩，占全部面积
的近 90%。 阴杨本任

开发区

开发区讯 为进一步加强环境监管和执法力度，
切实遏制和解决环境突出问题，开发区不断加大巡查
监管力度，对辖区范围进行拉网式无死角排查，着力
构建全覆盖、无盲区的环境监管体系。
“夜查，主要针对来自于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投

诉、环保网格员的排查和网络舆情等。同时穿插我们
日常对相关信息梳理后的不定时、不定点的统一检查
行动。”东城街道环保所长王彦飞说。
执法力量下沉，歇人不歇岗，白加黑，五加二，24

小时巡查行动制度化、常态化，是开发区狠抓环保攻
坚工作的真实写照。通过加大巡查频次，做到问题在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未结事项延伸办理和
跟踪落实，确保不漏查、不漏项。
“我们采取由班子成员带队，执法人员轮流巡查

的制度，分工负责，做到明确任务、明确责任部门、明
确责任人和明确整改时限，努力做到源头严控、过程
严管、后果严惩，打消违法违规经营业主冒险作业念
想，遏制环境违法行为的发生。”王彦飞说。
环保巡查时间全覆盖、种类全覆盖、整改程序全

覆盖。开发区多措并举、持续发力，组织辖区各职能部
门和乡镇街道，坚持日间、夜间二十四小时环保巡查，
确保巡查时间无空档。对“散乱污”企业、禁养区内养
殖、道路扬尘、小锅炉、非法加油站等种类全覆盖巡
查。确保全部按照行业规范整改、运营。同时，坚持分
门别类，应堵则堵、宜疏则疏的原则，能整改的帮助整
改，无整改可能的则坚决取缔，堵疏结合、谨守红线，
确保环境保护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今年 1-5月份，开发区较大规模的突击夜查共

22次，检查企业 180余家，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落
实长效管控措施，确保“查处一个震慑一片教育一
方”，实现对各类环境违法行为“零容忍”，持续保持对
环境违法行为的高压态势，确保开发区环境质量改善
和人民群众的环境安全。”开发区环保分局副局长贺
家斌说。 阴王小涵

开发区

夜查常态化 绷紧环保弦

开发区讯 “保护环境，全面禁烧”、“回收秸秆，
变废为宝”……日前，正值小麦收割季节，聊城开发区
北城街道提早部署，上下联动，全面开展秸秆禁烧专
项整治，确保麦收期间人民群众麦收安全，实现颗粒
归仓大丰收。
干部帮包，组织给力。为确保工作的严格落实，北

城街道成立秸秆禁烧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分片对各管
区秸秆焚烧和综合利用工作全面监督检查。
渠道多样，宣传使力。通过宣传车、明白纸等宣传

媒介对秸秆禁烧相关政策进行宣传，尽可能做到让群
众全面了解、应知尽知。
层层细化，措施得力。街道对管区、管区对村、村

对户层层签订责任状，详细列出网格化管理及责任分
工明细表，把禁烧责任落实到具体人员身上。
全面考核，监督够力。根据“有烟必查、有火必罚”

和“谁烧罚谁，谁烧罚谁”的原则，对擅自焚烧者予以
严格处罚，严控第一把火，并将禁烧活动考核结果纳
入到考核体系，以禁烧工作督查情况为依据，对管区
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进行全面考核。

阴杨 平

北城街道

网格化严控秸秆焚烧

开发区讯 为贯彻落实市、开发区关于国家卫生
城市复审要求，确保病媒生物防治工作达到国家卫生
城市标准，蒋官屯街道近日对病媒防治工作进行了全
面安排部署，积极开展病媒生物防治工作。
蒋官屯街道利用三天的时间集中开展了病媒生

物防治工作专项行动，对辖区内所有垃圾中转站点、
垃圾桶周围进行灭蚊蝇喷洒；对辖区内餐饮、超市、小
食品店等五小门店统一发放粘鼠板；对辖区内定点场
所统一发放灭鼠、灭蟑等药饵以及毒饵站，并严格按
照要求统一喷涂警示图标，提醒群众远离毒饵剂，照
看好家中的小孩和老人，以防误食。
同时，街道工作人员还通过更换健康教育宣传

栏、发放除四害宣传资料、张贴通告、入户宣传等方式
为辖区群众宣传除四害以及环境卫生的重要性，提高
辖区群众的卫生意识、健康素质和生活质量，为广大
群众营造一个清洁舒适的宜居环境。引导群众要人人
参与创卫，消除四害，严防四害传播疾病的发生，共同
为国家卫生城市复审贡献一份力量。

阴王 芳

蒋官屯街道

安排部署病媒生物防治

开发区讯 “真是方便太多了，从备案、税种登记
再到签署三方协议，国地税合并起码给我们省出来十
升油钱！”近日，山东双茂物资有限公司的白会计幽默
地说。
据了解，以前办理税务登记时，最麻烦的就是需

要国税办完地税办，尤其签署三方协议，需要先办理
开户许可证，在国税领取三方协议后再到地税领取协
议编号，在银行签署完成后还需要分别跑国税、地税
分别签署协议。“以前国税登记完要到地税大厅专门
做税种登记和网报系统密码重置，现在国地税合并
了，协议、编号一块儿领，签章一块儿签，半晌不到就
办完了。业务几乎都能网上办，再也不用跑腿排队
了。”

开发区国税、地税以机构改革为契机，立足原有
软硬件设置和人力资源，科学设置办税 1厅、2厅，同
时加快内部流程传递，分派业务人员驻扎，打造“一窗
受理、两厅传递、一次出件”的 121办税新模式，用税
务人“加法”换取纳税人“减法”，彻底解决纳税人多次
跑、往返跑的问题。 阴张 妍

税务系统

“121”办税更便捷

开发区讯 日前，笔者走进开发区实验小
学五年级三班，一场以“文明创建我先行”的主
题班会正在进行，班会通过观看视频、朗诵、大
合唱、小品表演等形式开展，在一个个小节目
中引导同学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同时影
响学生日常的行为规范和文明礼仪。
“在今后生活中要尊敬长辈，对同学们要

有礼貌要互帮互助，在公共场合不能大声喧
哗，要做一个文明的小学生。”五年级三班刘睿
说。
文明创建，犹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行走

在校园里，扑面而来的人人识礼仪、书香盈校

园的文明氛围让人称道。学校还把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八礼四仪等文明创建内容化成课
程，在班会、晨会、思品课、书法课、美术课上进
行教育。值得一提的是，书法是学校的一个特
色课程，让学生在书写板上书写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 24个字，让同学们体会到我们国家
社会的一个核心价值观的理念。
“我们把文明创建的主要内容融入到书法

课程当中，让学生在学习书法的同时了解文明
创建，做文明学生。”校长邢桂娥说。
据了解，开发区实验小学以开展文明活动

为载体，通过 LED屏在校园电子屏滚动显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通过校园
广播站、宣传橱窗等形式在广大师生中广泛渲
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氛围，制作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关宣传板，营造良好的育人

氛围，让孩子们牢记心间，风行校园。无需高深
的说教，却字字与文明相扣，事事与文明相关.
使学生在耳濡目染中不断提高对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八礼四仪的知晓率。
“只有文明的师生，才有文明的校园。实验

小学以创建文明单位为目标，积极开展各种创
建活动，使之融入到全体师生的思想和行动
中。”邢桂娥说。 阴李瑞成

开发区：行文明之风 建美好校园

信息速递L

日前袁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
举办 野农业技术专家进企业冶活
动袁开发区人才办邀请山东省农
科院树莓尧蔬菜瓜果专家刘炳福
教授尧省科技厅樱桃种植专家刘
成江教授尧省工商联农产品营销
策划部范宴知主任与开发区农
业企业对接袁深入田间地头和大
棚袁 现场指导农业企业科学管
理尧病虫害防治技术遥
专家一行先后赴辛农公司尧

中农汇德丰尧壹树公司尧金地农
林等公司作现场指导袁 每到一
处袁农业技术专家都详细察看蔬
菜瓜果尧农作物长势袁讲解农业
种植科学管理方法尧种植经验和
病虫害防治措施遥 阴钱洪民

舞不尽幸福生活袁唱不完心中喜悦遥
近日袁 笔者在聊城开发区广平乡采

访时看到袁 这里的群众文化生活丰富而
精彩遥 每天一早一晚袁 在欢快的锣鼓声
中袁村民便会扭起秧歌尧跳起广场舞尧唱
起戏曲遥
一家又一家袁一村又一村袁男女老少

齐上阵袁各村百姓以欢快的歌声和舞蹈袁
表达着心中的幸福喜悦袁 那真叫一个欢
乐浴

开发区广平乡的群众文化生活为何
能如此热火朝天呢钥近日袁笔者带您去那
里看一看遥

农业技术专家
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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