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故事

马学虎袁 山东省淄博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张店分局执法监察
大队大队长遥 这个善良的山东汉
子赡养着父母尧养父母四位亲人袁
在兄长患病时义无反顾移植骨
髓尧帮助筹措药费袁至善至爱的举
动感动了许多人遥

慈乌反哺要要要用爱陪伴 野两
对冶父母

无论工作多忙袁 马学虎心里
总惦记着生养自己的四位老人遥

养父母在曹县袁 亲生父母在
招远袁如何做到一样亲一样孝钥马
学虎早做好了安排遥在部队期间袁
他每次休假都回曹县遥 转业到地
方工作后袁 春节他总是先回曹县
陪养父母过袁 正月十五再回招远
看望亲生父母遥 马学虎说院野虽然
两头跑袁但我不感觉累袁两边都有
父母呵护袁幸福满满遥 冶

马学虎亲生父母的生活条件
有所改善袁 而养父母这边因为各
种原因则日渐困难袁 马学虎毫不
含糊地承担起奉养养父母的全部
责任遥

他对亲生父母说院野咱家中还
有我三个兄弟陪你们袁 我娘我爹
渊养父母冤家中没有人袁我必须回
他们那边去过年遥冶亲生父母十分
支持他袁 告诉他两位老人的养育
之恩永远不能忘遥

近几年袁 九十岁高龄的养父母体弱多病袁
马学虎便提出接他们来淄博一起居住遥但老人
舍不得离开故土袁 马学虎又与曹县的表姐商
议袁让表姐表姐夫搬到老人家住并负责照顾他
们袁日常费用则由自己补贴遥 养父母家的房子
年久失修且局促狭小袁马学虎又拿出当时的全
部积蓄袁为养父母盖了一间宽敞的新房遥

手足情深要要要为兄捐髓筹措药费
2015 年 6 月袁 马学虎的亲大哥患上了白

血病遥 虽然没与大哥一起长大袁但大哥的病情
却牵连着他的心遥他多方咨询了解最新治疗方
法袁为大哥联系会诊治疗等事务遥

2016 年 3 月袁得知大哥需要骨髓移植后袁
马学虎和两个弟弟一起去医院进行了血液配
型袁只有他配型成功遥马学虎看到了希望袁感觉
大哥终于有救了袁恨不得马上就抽血遥 有人劝
他袁骨髓移植成功率很低袁也有风险袁得慎重考
虑遥 但马学虎坚定地说院野我们是亲兄弟袁哪怕
有一线希望袁我也得拼了命救他遥 冶

2016 年 5 月袁 马学虎如愿捐献了造血干
细胞遥 3 个月后袁为提高大哥的免疫力袁马学虎
又抽取了淋巴细胞遥 连续的抽取袁让马学虎总
是感觉浑身无力袁但救大哥的急迫心情让他顾
不上这些遥

骨髓移植后进入排异期袁一天 1 万多元的
医疗费袁让原本不富裕的大哥难以承担袁马学
虎竭尽全力为他筹措费用遥 遗憾的是袁大哥还
是因为肺部意外感染不幸去世遥没有能够挽回
大哥的生命袁马学虎深感内疚和心痛袁但他的
举动袁 却让身边的
人无不交口称赞遥
对于自己孝老爱亲
的事袁 马学虎很少
对外人谈起遥他说院
野这都是我应该做
的袁 我会继续坚持
做下去遥 冶 闫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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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袁 广东省佛山市以 野钉
钉子冶精神聚焦信用应用服务实体
经济袁 信用建设支撑 野放管服冶改
革袁优化营商环境大提升为工作主
线袁以平台建设尧数据治理尧信用监
管尧应用场景拓展为发力点袁打造
一流的营商环境袁并取得了显著成
效遥

全面开展信用建设袁 有效支撑
野放管服冶改革

当前袁 佛山市区两级政务服务
大厅已 100%接入市信用平台袁实现
全部审批事项野一网通办冶以及信用
全流程监管袁 开展信用核查约 739
万次袁 落实信用报告代替无违法违
规证明改革袁让数据多跑路袁切实为
企业减负袁大大缩短审批时限袁并通
过市民之窗提供线下打印信用报告
服务遥

为着力推进信用分级分类监
管袁佛山已在金融尧税务尧工程建
设尧 交通运输等共计 59 个行业细
分领域实现了信用分级分类监管袁
评价结果全部共享至信用平台并
面向政府部门提供查询服务 袁并
深入推进 野信用奖惩尧 一键搞定冶
省试点工作袁定期更新全国野红黑
名单冶约 1005 万条数据至野市一体

化在线服务平台冶 等 10 个综合性
业务系统袁反馈联合奖惩案例 5 万
余例遥

积极拓展信用应用袁 有效赋能
实体经济发展

按照野数据挖掘信用袁信用赋能
金融袁金融普惠大众冶的工作思路袁
佛山通过建设中小微企业信用信息
和融资对接平台袁倾力打造地方野信
易贷冶平台袁已共享信用信息 9 千多
万条袁 助力改善银企信息不对称问
题袁为佛山制造业注入新的活力遥 据
市发展改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袁佛
山已实现与全国野信易贷冶平台的机
制化对接袁 在全国 261 个地级城市
中发放贷款总额排名位列第二遥

针对政策资金兑现慢尧 企业群
众获得感不强的问题袁 佛山在全国
首创政府补助野秒速直达冶模式袁企
业只需在野扶持通平台冶一键确认信
息袁 平台依据企业的信用状况实现
资金申请在线野秒批冶尧政策资金在
线野秒付冶袁累计发放补贴资金超 70
亿元遥

野人工智能+双随机冶监管袁实现
对违法者野利剑高悬冶袁对守法者野无
事不扰冶遥 佛山以大数据监管减少涉
企重复检查袁 将人工智能技术与信

用监管相结合袁 对市场主体的现场
检查率减少了 74%袁 对违法行为的
发现率提升了 70%遥

以信用为抓手袁 通过信用管理
赋能社会治理

佛山通过新市民积分引入信用
核查机制尧打造野互联网+信用冶中介
超市尧 实施信用调解助力企业追回
欠款等方式袁 积极探索信用管理赋
能社会治理袁让野信冶治更有方遥 目前
已对 7410 位新市民积分入户实施
信用核查袁 对全市约 110 万家企业
开展综合信用评价遥

佛山高度重视信用平台基础建
设袁为信用应用提供坚实保障遥 2014
年袁 率先建成佛山市公共信用信息
管理系统袁 面向社会公众提供信用
信息查询尧信用承诺尧异议处理尧信
用修复等服务遥 目前袁佛山市信用平
台构建起上联广东省尧下接区镇袁横
跨部门的全链条信用信息归集共享
枢纽袁共归集 734 类约 10.58 亿条信
用信息遥 杨关

10 月 15 日袁由中央宣传部尧农业农村部尧国家乡村振兴局共同主办的 2021 新时代乡村阅读盛典在四
川成都举行遥 据悉袁新时代乡村阅读盛典是 2021野新时代乡村阅读季冶的收官之作遥 2021野新时代乡村阅读
季冶注重线上线下相互促进袁推动新兴阅读与传统阅读交融结合尧阵地建设与知识服务整合优化袁引导和
带动更多农民群众参与阅读尧热爱阅读袁在乡村营造人人因读书而精彩尧家家因书香而幸福的浓厚氛围袁
推动乡风文明建设和乡村文化振兴遥 图为活动现场遥 王露摄

“信用佛山”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活力

广东惠州院
开展光盘行动 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

一粥一饭袁当思来之不易遥 为贯彻落实中央文明办相关文件
精神袁大力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袁广东省惠州市向全
市各餐饮单位尧消费者发布叶惠州市野厉行节约尧反对浪费冶大力开
展光盘行动倡议书曳袁并向各餐饮经营单位和学校尧机关饭堂等场
所派发野反对浪费尧崇尚节约冶等文明行动宣传资料袁引导餐饮从
业人员尧消费者尧教师尧学生等各类人群文明用餐遥 大家自觉践行
光盘行动袁形成了野浪费可耻尧节约为荣冶的良好社会氛围遥陈春惠

上海徐汇院
发挥文明实践资源优势 做好实践美育工作

未成年人阶段是人生的野拔节孕穗期冶袁最需
要精心引导和栽培遥 围绕 野文明实践赋能未成年
人冶工作思路袁徐汇区充分发挥文明实践整合资源
的优势袁形成政府尧学校尧家庭尧社会教育合力袁推
动阵地整合尧项目融合尧人才聚合袁释放野文明实
践+冶叠加效应袁持续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遥

赵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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