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人大代表杨广富：

与大型商超合作
提升本地品牌知名度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张猛
猛 报道）市人大代表、阳信广富畜产
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广富表示，阳信
县有许多知名产品，比如阳信鸭梨、
牛羊肉等，经过多年的发展，其品牌
形象已经为滨州本地消费者熟知。
而本地品牌要想做到全国知名，很有
必要与大型商超合作，相互促进、合
作共赢。

杨广富说，他从事牛羊肉加工行
业多年，他的企业与内蒙古科尔沁牛

业同属行业知名企业，但是过去一直
不如后者名气大。原因在于，阳信的
牛羊肉主要向火锅企业供货，虽然在
行业内具有很高的知名度，但对于普
通市民来说却比较陌生。有鉴于此，
2016 年底，他开始与大型商超进行
合作。仅在北京牛羊肉市场，如今他
公司的产品销量已经占据了“半壁江
山”，并成为近 200 家商超的主打品
牌。下一步，他将与中粮集团开展合
作，进一步提升品牌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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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听取各项报告。

▲观看警示教育片《镜鉴》、《警钟》。

▲代表们就报告展开热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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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2 月 20 日，全国首张 eID
市民卡发放暨eID+智慧开发区启动仪
式在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开发区
居民在全国率先用上了“eID市民卡”。

使用该卡后，持卡者能够在不透露个
人信息的情况下看病就医、借还书籍、找
工作、查询社保公积金等，在享受到方便
快捷服务的同时，避免了个人信息泄露。

那么，eID究竟是什么？首张“eID
市民卡”为什么会在滨州经济技术开发
区 诞 生 ？ 使 用 eID 有 怎 样 的 好 处 ？

“eID+智慧城市”又是什么样的？带着
这些问题，记者走进开发区，采访了项
目相关负责人。

eID究竟是什么，又有什
么作用

eID 是什么？中汇通联科技有限
公司项目负责人王军告诉记者，eID的
中文名称叫公民网络电子身份标识。
它是以密码技术为基础、以智能安全芯
片为载体、由“公安部公民网络身份识别
系统”签发给公民的网络身份标识，能够
在不泄露身份信息的前提下在线远程识
别身份。

eID有什么作用？王军说，它是保
护个人身份信息的网络电子身份标识，
当网络应用要求用户实名注册时，用户
可以通过 eID 自证合法身份。它可以
围绕“个人身份信息及隐私保护”“身份
认证”“网络账号保护”和“网络交易保
护”等方面为用户提供服务，可广泛应
用于互联网各类产品与服务。

众所周知，在线下，市民可以持本
人身份证自证身份。但在线上，以身份
证或身份信息自证身份不能确保身份
的可靠性，存在被别人冒用身份的可
能，且面临身份信息泄露的风险，而
eID可以解决这个难题。

开发区的产业环境优势
和对身份统一认证的需求成
为“eID市民卡”全国率先推
行的原动力

那么，“eID市民卡”为什么会首先
在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推行？

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河三角洲
综合开发办公室副主任黄志强告诉记
者，近年来，开发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在为辖区居民带来更高质量、更为周到
的民生服务的同时，各项服务过程中遇
到的隐私信息泄露、身份被冒用、被盗
用以及交易抵赖等安全问题也亟待解
决。开发区迫切需求居民身份的统一
标准认证，以确保在个人信息安全的情
况下，继续为市民提供周到、便捷的服
务。因此，基于开发区的产业环境优势
和对身份统一认证的需求，在公安部第
三研究所看来，选择在开发区试点推行
全国首批“eID市民卡”再合适不过了。

近年来，开发区聚焦“1+5”工作重
点，推动经济社会向更高质量发展。截
至今年12月18日，全区实现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 15.1 亿元，同比增长 21%，完
成全年预算的101%，再创历史新高。

立足“四新”促“四化”，开发区加快
新旧动能转换，以北汽项目为龙头，一
期投资20亿元的华建高端铝材精深加
工产业园 4 个月建成投产，盟威戴卡、
戴森、活塞实现智能升级，清华工业研
究院氢能汽车项目完成加氢站建设。
区高端铝材产业被科技部确定为国家
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着力构筑千亿级
高端铝材产业基地和汽车轻量化材料
生产基地。

以京东云计算大数据产业基地项
目为引领，开发区国际电商城、中建智
立方、上海移动智地黄河三角洲科技
园、魏桥铝电研究院、国际人才社区齐
头并进。位于开发区的滨州众创空间
被评为国家级众创空间，创新创造活力
竞相迸发。

以中海旅游小镇为龙头，开发区盘
活“中海四号星工程”闲置建筑，建设西
海万亩森林公园，将秦皇河、狮子刘、西
纸坊、小开河、玫瑰园、海棠园连为一
体，加快推进全域旅游，打造美丽经济
隆起带。围绕打赢蓝天保卫战，开发区
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完成149个村
2 万多户煤改气任务，188 个村全部实
现清洁取暖。由上海电气集团采用
PPP 模式，推行分布式污水一体化处
理，实现农村生活污水集中收集、达标
排放，打造出开发区美丽乡村新典范。

开发区致力打造全国首
个“eID+智慧城市”，为市民提
供一站式城市公共服务

以 eID 网络身份识别技术为核
心，依托京东云大数据平台为基础支
撑，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提出率先打
造 全 国 首 个“eID+ 智 慧 城 市 ”，即

“eID+智慧开发区”。该项目将通过
整合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服务资
源，集 eID+智慧政务、eID+智慧创
城、eID+智慧党建、eID+智慧社区、
eID+悦读共享等智慧应用于一体，
形成互联互通、资源共享的一站式智
慧信息服务体系，为广大市民提供一
站式、个性化、便捷高效的城市公共
服务。

“按照政府为民、高效运作、注
重实效、协同共享的原则，开发区将
深入推进政府的电子政务进程，让
市民充分感受到‘便捷、透明、服务
就在身边’的政务服务，力争让群众
企业办事像网购一样方便。”黄志强
说。

未来，“eID+智慧开发区”将以
“1+1+N”为战略框架，通过对网络行
为责任主体的身份确认、信息资源的
授权访问、敏感数据的安全保障等，
实现政务资源的有效整合和信息资
源的安全共享。围绕市民普遍关注
的热点难点问题，继续推进“eID+”
的服务模式，构建“eID+智慧政务”

“eID+智慧停车”“eID+平安城市”
“eID+ 智慧扶贫”，努力实现“一窗
办、马上办、及时办、天天办、全区一
站式通办”的政务服务体系。

开发区全国率先推行“eID市民卡”
将依托eID技术打造全国首个“eID+智慧城市”，为市民提供一站式、个性化、便捷

高效的城市公共服务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刘青博 通讯员 赵清华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王志学 通讯员 朱永红 李卫波
报道）近日，滨州市高级技工学
校首届校园汉字听写大赛举
办。比赛以“写方方正正中国
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为主
题，旨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促
进规范用字、规范书写，帮助学

生进一步了解民族语言习惯，
增进学生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
情感。

本次汉字听写大赛历时两
个月，最终根据学生书写的正确
率、规范性，分别评选出了16名
优秀的学生进行表彰奖励，颁发
了荣誉证书和奖金。

市高级技工学校首届
汉字听写大赛举办

1 月 6 日，滨州市第一届校
际围棋锦标赛暨“白一地产杯”
少儿围棋升段赛在工人文化宫
拉开帷幕，共有480名中小学生
参赛。校际锦标赛分为中学组、

小学组和团体赛；升段赛分为2
段组和高级组。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任
宵 王健 摄影）

滨州市首届
校际围棋锦标赛开赛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王志学 通讯员 刘海勇 崔志昌
报道）近日，滨州市民族教育帮
扶项目启动仪式在无棣县举
行。启动仪式上，阳信县河流
镇刘庙学校与北京育英学校就
教育帮扶三年计划达成一致共
识。双方一致表示，在三年帮
扶计划中，力争将全体教师整
体轮训一遍，并将进一步加强

学生之间的交流学习。
据了解，为充分发挥育英

学校的示范和辐射作用，促进
刘庙学校发展，由市民宗局牵
线搭桥，推动两校开展“结对
帮扶活动”，为两校搭建一个
学习交流的平台。仪式结束
后，北京市育英学校专家对刘
庙学校部分教师代表进行了
授课。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李诚 通讯员 代福永 闫志伟 报
道）近日，随着国网滨州供电公
司220千伏董堂变电站2号主变
停电检修及例行试验任务顺利
结束，滨州电网2017年度秋检工
作圆满完成。

滨州电网秋检工作从 2017
年9月1日开始，至12月20日结
束，历时 111 天，有效工作时间
75天（不含周末、节假日36天），
共安排10千伏及以上输变电设
备停电工作401项，涉及基建、技
改大修、输变配电设备隐患治
理、精益化整改、业扩施工等工
作任务。

为保障各项检修工作安全、
高效、优质开展，在今年秋检过
程中，国网滨州供电公司高度
重视现场风险预控和安全管
控，强化检修现场作业全过程
控 制 ，认 真 履 行 检 修 现 场 勘
察、看板绘制、票卡准备等现
场作业流程规范，促进检修现
场作业的标准化、规范化、制

度化，确保现场作业的安全与
质量。

此外，国网滨州供电公司针
对每项检修工作，提前编制详细
的作业指导书和试验方案，要求
作业人员严格按照遵守安全规
程，与带电设备保持足够的安全
距离；严格按照规程标准操作，
认真落实安全技术措施、开展标
准化作业，规范作业行为、现场
秩序，防止误操作事故发生，提
升员工安全思想意识和业务技
能，使员工“要我安全”向“我要
安全”转变。

检修过程中，国网滨州供电
公司各项检修工作负责人严抓
现场安全，严控检修质量；检修
人员密切配合，相互学习，共同
提高，确保了 2017 年度秋检任
务顺利完成，有效提高了滨州
电网设备的健康水平，消除了
老旧设备存在的安全隐患，为
滨州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提供了
有力的保障。

滨州电网2017年度
秋检工作圆满完成

滨州市民族教育
帮扶项目启动

滨州日报/滨州网无棣讯
（通讯员 刘连坤 报道）日前，滨
州市第六届道德模范评选表彰
活动组委会确定了30位候选人，
并在《滨州日报》进行了公示。
无棣县车王镇的张景占、高宝
顿、王宝江、刘洪收榜上有名。

一个乡镇一年内走出4名市
级道德模范，在整个滨州市首屈
一指。而这，得益于车王镇近年
来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倡树模范典型，从而形成的
文明向善的浓厚社会氛围。

如今，车王镇辖区74个行政
村都建有善行义举四德榜，张贴
着善行义举和好人好事，“车王
好人”给当地带来了文明、和谐
之风。近年来，车王镇在全镇启

动了以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
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五
个方面为主题的“车王好人”评
选活动。以镇文明办为活动平
台，常年接受 74 个村庄身边好
人好事的自荐与他荐，制定了

《“车王好人”评选办法》；镇、管
区、村层层设立评选组织机构；
专门负责本地本部门的评选工
作。

为保证评出一个，带动一
片，车王镇还充分利用党报、电
视台以及网络等新闻媒体，大力
宣传“车王好人”的先进事迹，深
挖精神内涵，重点培育和引导群
众身边看得见、摸得着、学得到
的平民典型，形成了点亮一盏
灯，照亮一大片的道德效应。

车王镇一年走出
4位市级道德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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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协委员张三元：

收回“空心村”闲置宅基地
进行综合开发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葛肇
敏 报道）通过实施农村环境综合整
治、精准扶贫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我
市广大农村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但是，“空心村”现象依然存
在。

“我们发现，不少村庄外围都
盖了漂亮的房屋，但在村子里面却
有不少无人居住的老房子，其中一
些已经破烂不堪，甚至有倒塌拆除
后空留宅基地等情况，形成了‘空
心村’现象。”市政协委员张三元
说。

在张三元看来，形成“空心村”
的原因有多个：一是村庄没有长期
规划或规划执行不到位，农民随意
建造，导致布局混乱；二是很多村村
民外迁，导致村中的房屋被长期闲

置；三是女儿外嫁、儿孙外出，家中
大部分成员外出居住，只留下老年
老人留守。

“‘空心村’现象会带来很多问
题：一是形成了大量的荒芜闲置土
地，浪费了国家宝贵的土地资源；二
是影响了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整体成
效；三是存在安全隐患，特别是在雨
季容易发生坍塌等事故。”张三元
说。

张三元建议，首先应进一步完
善养老院、养老中心设施，让“空心
村”的留守老人搬离老房入住养老
院。同时，在充分调研基础上，制定
出切实可行的回收办法，收回“空心
村”闲置的宅基地，进行综合开发，
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给予适当补
助。

摄影：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李默 田中岳 张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