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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惯性思维 创新审批模式

首张“新业态新模式”企业营业执照发放

在乐陵市委、市政府领导
下，寨头堡乡认真落实消防安全
工作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监管，
确保辖区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落实各级领导干部消防安
全分工责任制，明确和细化脱
产干部、各科室负责人、社区工
作人员的消防安全工作责任。
每逢重大节假日到社区开展消
防安全排查整治工作。主要负
责人定期到社区、企业、学校等
监督指导工作。

多项举措开展消防安全大
检查大整治，一是加强学校、医
院、村庄、人员密集场所的消防
安全巡查。发现火灾隐患要责令

限期整改，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场
所，安排专人督促落实整改。二是
脱产干部和各科室人员处理好本
业务工作外，其余工作时间到各
自社区参加安全排查和整治工
作。三是各社区工作人员开展安
全生产大检查行动，一起上门检
查，一起督促整改。四是成立专班
小组“回头看”复查问题隐患。

扎实开展各类型消防安全
宣传，开展消防安全宣传“七
进”活动，采取各种形式宣传
消防安全相关知识，通过发放
宣传张单、张贴宣传标语、无
线喇叭广播等形式，提高群众
安全意识。 (张振轩)

“我们合作社原来采用
传统线下销售方式，销路
难寻，价格也上不去，现在
通过网络销售平台，产品
销路打开了，收入也跟着
上去了。”近日，乐陵市富
众蔬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王兆杰说。

乐陵市富众蔬菜专业
合作社是寨头堡乡重点农
业扶贫项目，由乡扶贫专项
资金注资入股，建设12个高
标准温室大棚，分季节种植
无公害草莓、西红柿等果蔬
产品，所得效益用于当地扶
贫资金，且工人全部雇佣贫

困人员。该乡还探索电商销
售模式，将乡村振兴战略与

“互联网+”行动结合起来，
依托网络电商平台，打造寨
头堡乡电子商务公共服务
中心，为当地特色农产品打
开网络销售这扇大门。

经过初步探索，目前已
形成“3214”发展体系。即以
3个村级电子商务服务站为
基础，2个配套子中心为载
体，1个乡级公共服务中心
为主体，4个自营线上网店
为平台，对外推广和销售本
土农特产品。

(姚型鲁)

寨头堡乡

“电商快车”助力脱贫攻坚

寨头堡乡

三管齐下，严控消防安全

“多亏了乡里的暖留中心帮忙介
绍插花活，既不耽误做家务接送孩子，
还能在家里挣点零花钱。”乐陵市寨头
堡乡尚家村宋香枝边插花边高兴地
说。针对留守妇女居家就业问题，寨头
堡乡暖留办通过走访调研，引进手工
插花、睫毛加工、饰品加工和加工服装
等适合留守妇女增收的就业服务，增
加留守人员的收入。

近年来，寨头堡乡持续推进365暖
留工程关爱留守人员，目前已建成32
个暖留中心，辐射45个自然村，实现了
暖留工程全覆盖，各个暖留中心配备

“四点半学校”、妇女居家创业点、农村
幸福院，1452名留守人员有了“心家”
不再孤单。 (王伟伟)

寨头堡乡

留守人员的“心”家

近日，化楼镇深入推
进并完成2020年度扶贫对
象动态调整和信息采集录
入工作。

据悉，该镇为充分落
实精准扶贫政策，进一步
摸清贫困底数，提高贫困
人口动态调整的精准度，
在扶贫对象动态调整工作
中采用了“三步走”的模式。

第一，召开专项工作
培训会议，向全体帮扶责
任人发放动态调整明白
纸，进行业务培训；同时，
该镇扶贫站对接民政、残
联等各相关行业部门获取

数据并提供给帮扶责任
人，确保信息精准。第二，
全体帮扶责任人下村入
户，实地摸排，填写完整信
息对照采集表，并提报扶
贫站进行审核。第三，扶贫
站工作人员按照该工作进
度要求，倒排工期，统筹安
排，严把数据质量，加班加
点完成动态信息的审核和
录入工作。

截止目前，该镇已完
成全镇374户674人贫困人
口和4户12人即时帮扶人
口的动态信息调整和系统
录入工作。 (贾莹莹)

乐陵市化楼镇

精准高效完成扶贫对象

动态调整及系统录入工作
“多亏有了‘希望小屋’，让

我有了温馨的学习环境，这次数
学考试我考了98分，下次我要考
100分。”近日，正在上小学三年
级的樊云哲开心的向乐陵市郑
店镇团委书记、樊屯村包村干部
郝亚明说道。

据了解，樊云哲是樊屯小
学的一名在读学生，家住樊屯
村，今年9岁，有一个正在读大
专的姐姐，父亲2019年因病去
世，母亲也随后改嫁，姐弟两个
跟随年逾古稀的奶奶相依为
命，平时家里的收入主要靠土
地流转、扶贫资助。疫情期间，
姐弟俩在家围坐在一个1米见
方的小桌子上学习，这一幕让

作为团委书记的郝亚明内心深
受触动。

今年6月，共青团乐陵市委
在全市范围内实施“希望小屋”
儿童关爱项目，聚焦建档立卡贫
困家庭8至14岁儿童，通过对原
有房屋规划、设计、装修，配备必
要的家具及学习生活用品，改善
孩子学习生活环境，小屋建成
后，配套志愿者跟踪陪伴，向孩
子持续提供关心关爱。

通过对全镇建档立卡贫困
户逐户摸底，科学确定帮扶对
象。截至目前，郑店镇已打造完
成4处希望小屋，4名贫困儿童能
够在更加温馨、更加舒适的环境
中学习。 (李栋)

乐陵郑店镇

“希望小屋”助力贫困儿童圆梦
2020年11月14日是第14个联合国

糖尿病日，乐陵市郑店镇奎台卫生院开
展“护士与糖尿病”主题宣传活动。旨在
强化护理工作者在糖尿病健康管理中
的重要作用，有效干预糖尿病危险因
素，提高糖尿病患者特别是贫困群众自
我管理能力，切实降低糖尿病危害，提
高群众特别是建档立卡贫困群众幸福
指数。活动中，共发放宣传资料110余
份、健康咨询80余人次，测血糖70余人
次，其中贫困群众30人次。

糖尿病作为“两病”(糖尿病、高血
压)之一，自扶贫工作开展以来，帮助所
有患有“两病”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办理
就诊卡，让其在门诊就诊时可享受门诊
检查费等报销政策。据了解，该镇为每
一名建档立卡贫困群众办理了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和扶贫特惠保险，有效减轻
了贫困群众就医负担。 (李栋)

乐陵郑店镇

健康扶贫在行动

本报德州11月19日讯 (记
者 李梦晴 通讯员 吴海
华 褚琳 ) 山东小麦铺博纳
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是德州经
济技术开发区招引的一家“智
能新零售”企业，然而正因为

“新”，企业营业执照面临审批
盲区，企业想登记注册怎么
办？近日，山东小麦铺博纳商
业管理有限公司在德州经济
技术开发区行政审批部领到
了全市首张支持新业态新模
式企业发展的“智能新零售”
企业营业执照。

经了解，“智能新零售”是
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
术，将零售行业线上服务、线
下体验及现代物流进行深度
融合，实现“零售+科技+媒体”
一体化的零售新模式 ，是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涌现的
线上服务新模式发展企业。

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为
引领新型消费，打造新型智慧
城市，先试先行招商引资了一
批项目，其中就包括山东小麦
铺博纳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公
司主要从事智能餐饮零售服
务，致力于通过“集群式食品
工业园+中央厨房+移动式前
端门店”等方式结合全新供应
链(冷链)、“人工智能互联网+
物联网”等方式更好地服务于
餐饮行业发展升级和智慧城

市供应链。
然而，正是由于“新”，该

公司在注册登记中碰到了难
题。作为新业态下的新型消
费运营模式，面对该类市场
主体审批盲区，为更好地服
务其落地，行政审批、市场监
管、城管等多部门集体研究论

证，从激发市场活力出发，行
政审批部“以包容审慎的原则
对待新业态、新模式”，打破惯
性思维，勇于担当，大胆尝试，
创新审批模式，企业顺利取得
营业执照。

区行政审批部工作人员
表示，将以首张“智能新零售”

企业营业执照发放为契机，继
续创造性落实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以新业态新模式引领新
型消费加快发展的意见》，增
强主动意识、靠前意识，为企
业提供个性化、精准化服务，
加强部门联动，不断创优经开
区营商环境，助力企业发展。

本报德州11月19日讯(记者
王金刚) 11月19日，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记者从德州市
文旅部门获悉，11月18日，文
化和旅游部依据《国家全域
旅游示范区验收、认定和管
理实施办法 (试行 )》《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区验收标准 (试
行)》，开展了第二批国家全域
旅游示范区验收认定工作，
确定了第二批国家全域旅游
示范区名单，山东省共5个县
(市、区)入选，其中，齐河县成
为德州市唯一入选城市。

近年来，齐河县立足黄
河生态城精品旅游项目集群
化建设，坚持以市场为导向，
立足差异化发展，集中在黄
河生态城打造千亿级文化旅
游产业集群，形成精品项目
高 密 度 集 聚 空 间 结 构 。目
前，全县建成国家级水利风
景区 2处，国家级湿地公园 1
处，省级旅游度假区 1家，国
家A级旅游景区7家，其中4A
级景区2家。

齐河入选第二批

国家全域旅游

示范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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