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运河街道

沿河社区举办元旦经典诵读表彰会

运河街道讯 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提

高社区居民文化素质， 培养积极健康的阅读习惯，2021 年 1 月 1

日，区审计局党支部、区新华书店、运河街道沿河社区居委会党总

支联合举办了元旦经典诵读表彰会。

活动在舞蹈《古诗新唱》中拉开了序幕，随后，诵读者们为我

们表演了一个个精彩的节目。“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沁园春·雪》向我们展现了纵横千万里的北国壮丽雪景；坐如钟、

站如松、行如风、卧如弓，精彩的武术表演让我们领略到中华武术

之博大精深、历史悠久；“君子曰：学不可以已”，《劝学》以偏僻入

里、精炼有味的文字，劝导人们以正确的目的、态度和方法去学习

……这些优秀作品，在诵读者们的精彩演绎下，用生动的语言和

真挚的感情，致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在活动尾声，为“书香飘溢社区、经典浸润人生”经典诵读活

动中坚持打卡的居民家庭颁发奖项，共 35名参与者获奖。家庭代

表们分别向大家分享了自己的学习心得与获奖感受。活动最后在

节目合诵《经典诵读》中圆满落下帷幕。

此次举办的经典诵读活动，不仅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了居民自

身的文化素养，还鼓励居民保持对文化的热情，增强居民对传统

文化的热爱。 使广大居民群众提高了思想认识，培养和树立了认

识传统、尊重传统、弘扬传统的思想观念，为共同创建和谐文明社

区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冬季谨防一氧化碳中毒 共创平安台儿庄

泥沟镇

小菌棒做成大产业

□通讯员 刘宇昊 张丽

娜 报道

泥沟讯 泥沟镇东黄庄

村借助党支部领建合作社契

机，利用“党支部金色招牌”和

“互联网 +” 拓展菌棒网上销

售渠道，三措并举，带动 200

多户村民家门口就业，实现农

民增产增收，去年短短一个多

月实现销售额十万多元，全村

全年仅菌棒收入预计超过

300 万元。 新年伊始，合作社

已累计发送 3.5 万包菌棒，实

现开门红！

立足优势，借鉴经验

东黄庄村党支部立足 40

年平菇种植专业村的优势，抓

住村书记赴蓬莱学习党支部

领建合作社经验的契机，于

2020 年 7 月领建东润食用菌

专业合作社，确定了借鉴烟台

经验，开展网上贸易，扩大菌

棒销售的发展思路。

整合资源，扩大销售

在镇党委和村党支部的

支持帮助下，东润食用菌专业

合作社全面整合土地、 技术、

网络等资源。整合 150余亩田

地、近百个菌菇大棚，年产鲜

菇 200万千克，扩大规模增产

量，提升了规模效益；整合有

丰富栽培经验的农户、技术人

员组建合作社技术团队，学习

技术专技能， 提高了种植质

量；整合网络资源，在农村和

农户覆盖面更广的“一亩田”

APP上开设东润食用菌网店，

扩大影响重宣传，打开了线上

市场。

诚信经营，打造招牌

“以质量求生存、以诚信

求发展”， 这是东黄庄村党支

部创建合作社时确定的原则。

面对首个来自福建客户的 1

万棒网上菌棒订单，这是对质

量的承诺也是宣言。村党支部

书记张延伟说“我们合作社是

党支部领建的合作社，我是一

名共产党员，我以我的党性和

人格担保”的质量宣言。 每次

发货，张延伟就在货车旁一个

菌棒一个菌棒的验货，确保将

杂菌污染、菌丝不满、菌袋破

损的菌棒挑拣出来。 精心挑

选、严格验货、准时发货、售后

跟踪，严格的质量管控和热情

的技术服务换来了客户的回

购。

目前，东黄庄村东润食用

菌专业合作社在积极推动一

产升级的同时，正积极探索菌

菇产品深加工领域，在增加附

加值上下功夫，提高菌菇的市

场竞争力。

面塑俗称捏面人，造型夸张生动，用色明快大方，风格朴实简练，而且有着鲜明的民间和地方特色。运河面塑的传统

文化手艺在我区历史渊源流长。 一团面在手随意搓揉，用小竹签灵巧地刻画，短短几分钟，动物、花草、人物、吉祥物等等

各式面塑作品就跃然指尖。

曹召亮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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涧头集镇

点亮希望！ 32 间希望小屋全部建成

涧头集讯 为了孩子的健康发展，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

青年联合会共同发起“希望小屋”儿童关爱项目。共青团台儿庄区

委积极响应，针对全区 8至 14 岁困境儿童，启动“希望小屋”建设

工作，帮助他们改善学习成长环境。

截至目前，涧头集镇 32 间希望小屋已全部建成，为困境儿童

点亮了生活的希望，有效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下一步，团区委将以“希望小屋”建设为契机，进一步创新工

作方式，整合社会资源，凝聚各方力量，扎实有效地开展好帮扶结

对工作， 为贫困家庭孩子的健康快乐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

件，为困境儿童点亮盏盏心灯，助力脱贫攻坚，贡献青春力量。

建一处小屋，打造一个逐梦的空间，团区委将继续联合梦想

启航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为“希望小屋”的孩子们打造后期志愿服

务，让孩子们在爱的包围中健康快乐地学习、成长，点燃对未来的

渴望与梦想！

喜报！ 我区五村喜获 2020

年省级乡土产业名品村称号!

本报讯

近日

，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公布

2020

年省级乡土产

业名品村名单，我区五个村成功获评

。

这五个村是泥沟镇东黄庄村

、

马兰屯镇前于里村、涧头集镇

穆庄村

、

张山子镇张庄村

、

邳庄镇尚庄村

。

本次获评的名品村聚焦特色种养

、

特色加工

、

传统工艺等产

业，充分发挥村级资源特色

、

传统文化和产业特点，大大带动了当

地农村经济发展，逐步形成了一村一特色

、

一乡一产业的发展格

局

。

下一步，我区将继续发掘村级资源，发展壮大村级优势产业，

突出优势特色，助推乡村产业振兴

。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疏、清、专、常”齐并进 巩固市容不松劲

□通讯员 李慧 报道

本报讯 元旦假期过后，

为进一步规范市容环境秩序，

防止反弹，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以“疏、清、专、常”四种方式开

展节后治理，打造干净、整洁、

有序的市容环境。

“疏”导当先，强化宣传。元

旦假期后，临近春节，商家存货

多、人流量大，店外经营、占道

经营、 占道摆摊等现象容易突

出。考虑到商家的实际情况，各

中队队员入店进行宣传教育，

提高商户的责任意识， 引导商

户自觉进店经营。 对于 BRT

站点、公园广场、校园周边等流

动摊贩多发地段和重点部位，

提前介入， 做好宣传教育沟通

工作， 把摊贩占道经营行为消

灭在萌芽状态， 积极疏导流动

摊贩进市场内经营， 为执法工

作营造良好的氛围和社会环

境。

“清”做手段，清理整治。对

城区主次干道两侧、公共场所、

市场周边等重点部位进行严格

管控,督促商户严格落实“门前

五包”责任制,坚决杜绝占道经

营、店外店、乱扯乱挂等影响市

容环境的现象； 强力整治乱贴

乱画及野广告“牛皮癣”现象；

采取早、中、晚错时加班，强化

对非法营运三轮车的取缔力

度； 加大对城区餐饮油烟和露

天烧烤的巡查力度， 重点监管

油烟净化设备使用情况； 采取

“定点检查与上路巡查”相结合

的方式， 严查渣土企业及运输

车辆抛撒滴漏现象。近期，共规

范取缔流动摊点 130 余处，引

导商户进店经营 240 余家，查

处非法营运三轮车 10 余辆次，

巡查餐饮门店 200 余家， 清理

乱贴乱画 300 余处， 规范引导

车辆 900余辆。

“专”项治理，突出重点。全

天候、不间断进行巡查，各中队

执法人员采取日常管理与集中

执法相结合的方式， 开展市容

专项治理， 对屡次劝说不改的

“钉子户”， 送达限期整改通知

书， 责令其在规定期限内进行

整改， 逾期不予整改的将依法

从严查处。根据工作实际，适时

开展店外经营、占道设摊、小广

告、横幅等专项集中整治，突出

重点，强化治理效果，保证节后

市容环境得到改善。

“常”态管理，确保成效。各

中队采用徒步管理与机动巡

查、 错时执法与延时执法相结

合方式，进一步加强路面巡查，

巩固整治成果。对运河大道、华

兴路、东顺路、水上公园、古城

西门、 古城东门等城区主次干

道和重点旅游通道进行拉网式

管理， 做到及时发现、 及时处

理， 对市容环境实行长态化管

理， 全力谱写台儿庄精致风貌

之美， 不断提升旅游城市新形

象。

邳庄镇

邹平市医疗保障局到镇参观学习

邳庄讯 1 月 5 日，邹平市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玺

明等一行 15人到邳庄镇对标学习医疗保障改革创新方面的先进

经验做法。 区医保局相关负责人员陪同。

在邳庄镇医保服务大厅，刘玺明一行通过现场参观、听取介

绍等方式，详细了解了邳庄镇关于医保经办服务、门诊慢性病诊

疗监管、门诊“两病”管理、基层业务下沉等方面的经验做法。 随

后，双方围绕机构改革职能划转情况、医保业务开展情况、单位内

设机构情况、医保队伍建设情况等进行了热烈交流。

刘玺明一行认为我镇医保服务大厅建设标准高、 设施齐全、

环境优美，基层医保服务体系建设中的具体经验做法值得学习和

借鉴，希望在以后的工作中，两地能够加强沟通交流，互相学习，

共同推动两地医疗保障事业再上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