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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1日上午，零下2度，在造
纸厂宿舍，一名身披“普法宣传”绶
带的瘦小身影，正在为居民发放普
法手册。像这样的普法活动，她一
年要组织社区和站所开展60余场
次。她，就是滨城区司法局北镇司
法所所长王兰美。

包括王兰美在内，北镇司法所
实际在岗三名工作人员。人虽然不
多，负责的工作一点也不少：社区矫
正、安置帮教、人民调解、普法宣传、
法治建设等，千头万绪，一年到头十
分繁忙。

生于1982年的王兰美，是一名
“老司法”，2010年11月开始从事
司法工作，至今已经11个年头。在
北镇司法所负责的工作中，社区矫
正是重中之重。对于矫正对象的管
理，王兰美的原则是宽严并济、刚柔
结合。

“制度是红线，必须严格遵守，
在这个前提下，每个人有自己的性
格特点，有的急躁，有的内向，必须
根据各自的特点，区别对待。”王兰
美说。

在矫正对象的管理方面，王兰
美摒弃半月见一面、写一次思想汇
报，记一次谈话笔录的做法，做到勤
联系、勤走访、勤交流、勤沟通，每周
除要求社区矫正对象主动用定位手
机汇报外，再加一次主动核查。

跟矫正对象沟通的过程中，王
兰美经常跟他们进行聊天式谈话。

“聊聊天、拉拉呱，让他们心理不设
防，工作就方便开展了。做矫正工
作这么多年，最开心的莫过于他们
能够真正回归社会。”王兰美说。

2021年国庆节前，一名老家是
浙江的矫正对象来司法所请假，原
因是他父亲因为肺癌做了手术，想
回去看看。按照规定，敏感时期请
假获批比较难。王兰美了解情况
后，从人性化角度出发，向区司法局
积极申请，帮助这名矫正对象申请
了七天假期。

此前，这名矫正对象一直沉默
寡言，对司法所的管理也不积极配
合。假期回来之后，他的态度来了

个180度的大转弯。除了向王兰美
道谢，他还说出了心里话：“本来以
为，来到这里就会被当成罪犯看待，
结果完全不是这样，感觉跟普通人
一样，我一定好好矫正，改过自新。”

2021年8月，北镇司法所来了
一名20岁出头的假释人员。王兰
美了解到，他从小跟随奶奶长大，备
受溺爱，就对他多上了一份心。小
伙子一直有个愿望想在市区内做货
运，并很快考取了驾驶证。

11月17日，这名小伙子打来电
话，说想去博兴去看一辆二手货
车。王兰美同意了他的请求，嘱咐
他回来后一定及时打电话销假，因

为工作头绪较多，疏忽了给他补充
请假手续。

事后，检察院工作人员检查工
作时发现他外出没有请假手续，王
兰美随即向检察院和司法局说明情
况，然后又写了份检查，把责任揽了
下来。这名小伙子知道情况后，主
动要求接受处罚，不愿意由王兰美
来承担责任，并表示以后一定严格
遵守相关规定，好好改造，好好做
人。王兰美考虑的是他矫正效果良
好，个性也越来越阳光，给他处罚会
对他的心理造成伤害，从而影响他
的社会关系和心理的修复。

临近春节，王兰美坦言工作中
面临的风险点很多，压力很大，这对
司法所的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王
兰美和同事走街串巷，对矫正对象
进行了一次走访，了解他们的思想
动态，叮嘱他们一定严守规定。

“春节之前，我们还要组织一次
集中报到，开展一次集中教育，提醒
大家在过年这段时间严格遵规守
纪。年后在市‘两会’开始之前我们
还会进行一次走访排查。”王兰美
说。“其实，越是节假日对我们来说
越紧张，人员的调集和事件的处理
相对来说都要麻烦一些。”对于王兰
美来说，“春节放假，工作放不了
假”，她随时都会要求矫正对象发送

“位置共享”，看到他们每天都在群
里报平安，她才会放心下来。

北镇司法所所长王兰美：

春节期间与每名矫正对象“位置共享”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康曌 通讯员 孙永红 李晶

“太感谢了，没想到这么快就办
理完了登记手续。”1月28日，滨州
鑫越工贸有限公司负责人为市不动
产交易登记中心高新区分中心送来
锦旗，对惠企利企政策表示肯定，为
高新区分中心的工作效率点赞。

原来，滨州鑫越工贸有限公司
通过法院司法拍卖获得高新区某企
业一宗土地、2幢车间。1月27日，
该公司持相关资料到高新区分中心
申请办理企业不动产转移登记，后
者立即启动预审核流程，由专审小
组提前为企业审核资料，从正式受
理到出证仅用时20分钟。

这是市不动产交易登记中心持
续优化营商环境，提高服务效能的
缩影。今年1月21日，该中心印发
了《关于优化调整涉企类业务审核权
限的意见》，对涉企类业务审核权限
进行优化调整，将市主城区不动产涉
企类（不含开发企业）首次登记、变更
登记、转移登记、抵押登记、分割登
记、合并登记等登记业务审核权限
下放至各不动产登记服务大厅。

新政策开启新速度。市不动产
交易登记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意见》出台后，各大厅积极响应
并落实政策，各大厅负责人为第一
责任人，成立专审小组，对涉企类登
记业务提前完成预审核，一次性提

出审核意见，实现“受理完成即审核
完成”，做到受理、审核无缝衔接，使
涉企类登记业务“专窗专人专审”落
到实处，确保30分钟内办结。

同样在28日，市不动产交易登
记中心开发区分中心也收到了一面

企业送来的锦旗。山东齐智燃气设
备制造有限公司名下2间厂房因为
种种原因，多年来一直未能办理不
动产登记，影响了企业发展。该分
中心积极贯彻落实上级文件精神，
秉承“尊重历史、面对现实、实事求
是、便民利企”原则，聚焦企业反馈
历史遗留问题深入了解调研，耐心
解读政策，想办法、找路径，积极协
调，打通“堵点”，帮助企业协调有关
部门完善手续。1月28日，该分中心
利用“企业专窗”为企业办理了2间
厂房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
所有权首次登记，在短短半小时内，
让企业拿到了2本不动产登记证书，
高效服务赢得了企业高度评价。

新速度迎新春。市不动产交易
登记中心在新春来临之际，出台政
策、内优流程、外优服务、提速增效，
启动便民利企快车，竭诚竭力打造
不动产登记滨州样板，擦亮不动产
登记“滨周到”服务品牌，最大限度
增加企业和群众的安全感、获得感、
幸福感。

滨州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以新速度迎新春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裴庆力 通讯员 王赞 孙国晖 高淑姬

整修鸡笼、清洁食槽、测试发电
机、启动换气设备、刷洗储水罐……
春节临近，位于沾化区鹬旺养殖基
地赵有喜的鸡棚里，他们夫妻两人
正忙着鸡苗进棚前的最后准备工
作。几公里外的李家年关大集上人
头攒动、喜庆热闹，那里的喧嚣传不
到赵有喜的养鸡场。近十年来，赵
有喜的生活里填满了鸡的吃喝拉
撒，心中则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期
盼。

1月26日上午10点左右，记者
驱车赶到时，他们夫妻俩已在大棚
里忙活了近4个小时。“快到屋里坐
坐吧，温度还没有提起来，这里有点

冷。”赵有喜热情地把记者迎到了鸡
棚旁的居所内。

“鸡苗后天就到，今天需要把锅
炉烧起来，把温度预先提高到30多
度，可能是气温低的原因，温度提升
得很慢，现在才十五六度。”他边沏
茶边说：“棚内温度达到预定温度才
行，否则雏鸡的爪子碰着凉的东西
会生病，特别是这一段时间，鸡比较
难养，需要方方面面的格外注意”。

赵有喜有一双儿女，家里干净
整洁，生活美满幸福，心中有打算，
日子有奔头。他说：“出了学校门，
就跟着亲戚跑船，后期自己买船跑
了近十年，攒了点家底，每次出海都

是一两个月的时间，与家人聚少离
多。前几年看到身边养鸡的人发了
财，就跟着亲戚学养鸡，2019年花
100多万元建了两个现代化鸡棚，
上料、出粪、换气、饮水等全部实现
自动化，温、湿度自动报警，省心省
力，一批就能养4万多只，今年就能
回本了。‘家财万贯，有毛的不能算
’，鸡苗到场后，必须寸步不离。跟
往常不同的是，孩子们都放假回来
了，比平时热闹些。”

“鸡的价格波动较大，养殖‘合
同鸡’风险较小，这几年一直与沾化
雅士享禽畜养殖有限公司签订合
同，按订单养殖，公司技术员每天巡

查诊视，只要按规范科学饲养，每期
收益都还不错。”他说。

据了解，该养殖基地共有19个
现代化养鸡棚，11个养殖户，大部
分是附近大菜村的村民，互相之间
或是本家或是亲戚，相互交流技术，
提醒注意事项，养殖的每一批鸡的
收益基本都在附近养殖户中占到中
上游。

记者离开时，赵有喜的爱人准
备驾车带着孩子去县城购置年货。

“新衣、对联、美酒佳肴……在家有
的，这儿一点也不会少。”赵有喜说。

鸡舍里弥漫着汗水与幸福的味道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杭裕平

1月 28日，记者从滨州中裕
食品有限公司了解到，企业承担
的2021年山东省重大项目“优质
小麦精深加工高质量发展示范项
目”二期赤藓糖醇生产线即将正
式投产，并已经接到了日本、韩国
等国客户的咨询。已是腊月二十
六，公司厂区仍是一番热火朝天
的建设场景，赤藓糖醇生产线正
在试机调试，为年后生产做最后
的冲刺。

记者了解到，赤藓糖醇是天
然零热量的甜味剂，除了在焙烤
食品、糖果中大量使用外，近年来
被应用于新型零热量、低热量饮
料的研制，市场前景广阔。谷朊
粉和酒精是该项目2021年4月投
产的一期产品。谷朊粉又称活性
面筋粉，可广泛用于面包粉、萨琪
玛粉、面条粉的生产，让食品更劲
道。项目一期的投产，使中裕的
谷朊粉产能增长了3倍，质量指
标全国领先。“裕滨”牌谷朊粉已
经成为国内外知名企业中粮集
团、益海嘉里、康师傅等的长期战
略合作产品，并通过中裕的自营
出口，出口日本、泰国、沙特阿拉
伯、卡塔尔、荷兰、美国、澳大利亚
等国家，产销两旺，供不应求。酒
精车间一次试车成功，酒精品质
达到特级食用标准，在酒精行业
树立了新标杆，并成功进军调味
料行业、食品行业，与海天醋业、
达利食品等知名企业形成了长期
战略合作关系，酒精产品平均出
厂单价达到了国内同行业前列，
实现了行业延伸、客户拓展、利润
提高，占领了国内酒精市场的制

高点。
多年来，中裕食品在“把饭碗

端得更牢，把粮食做得更好”上走
在前、干在先、落在实。中裕食品
规划战略部副主任曹连义介绍，
一方面，优质小麦精深加工高质
量发展示范项目全部建成投产
后，年处理优质小麦100万吨，年
产优质面粉60万吨、小麦蛋白粉
5万吨、特级酒精12万吨、赤藓糖
醇4万吨、膳食纤维2.5万吨、蛋
白肽 2万吨，年新增就业 700 多
人，新增200万亩订单种植基地，
年可带动农民增收8.4亿元。另
一方面，项目依靠中国农业科学
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江南大学
等技术支撑，主要利用小麦副产
物，包括麸皮、次粉等提取膳食纤
维、蛋白肽、赤藓糖醇等深加工产
品，改变传统小麦产业初加工层
次较低，副产物利用较低的现状，
引领消费者从“吃得饱”向“吃得
好”转变。“项目可极大地提升小
麦加工产品的附加值，提高生产
效益，同时可以生产全麦食品、功
能食品、军用食品、康养食品等，
促进粮食加工向食品生产转型。”
曹连义说。

项目生产主任逯慎杰介绍，
项目实现了当年建设、次年投产
目标。该项目计划总投资8.27亿
元，建设期2年，目前已新上谷朊
粉、特级酒精、膳食纤维、蛋白肽、
赤藓糖醇等生产线。截至 2021
年12月底，项目完成投资6亿元，
谷朊粉、特级酒精车间已运行生
产，膳食纤维、蛋白肽、赤藓糖醇
车间建设完成，投产在即。

1月28日，腊月二十六。临近
春节，在略显凌乱的家中，惠民县
辛店镇前韩村村民韩云美仍然在
忙碌着手工编织，看不出准备过年
的样子。“因为疫情的原因，编织的
产品没法出口，有将近半年的时间
活很少，这不年底来活了，抓紧赶
出来。”看着韩云美娴熟的动作，让
人难以想象这个农村汉子竟也能
如此心灵手巧。

2008年，韩云美因患股骨头
坏死导致肢体三级残疾，使原本就
不富裕的家庭更加艰难，成为村里
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此时的韩云
美一度对生活失去了信心，后来在
家人和朋友的劝说开导下，他坚定
了面对生活的勇气。

韩云美深知要想脱贫致富生
活更好，必须掌握一项技能。
2019年，他参加了惠民县残联举
办的手工编织技能培训班。培训
结束后，韩云美对手工编织产生了
极大兴趣。为了照看同样是残疾
人的妻子，韩云美几乎不能外出。
手工编织正好契合了他的需求。

虽然下肢行动不便，但他双手
灵巧，头脑也灵活，加工点为了照
顾他，主动将物料送到他家。从开
始时每天加工几只吊篮网，慢慢增
加到十几只，他编制的产品受到了
厂家好评。不管是质量、样式、速
度，他都是众多加工户中的佼佼
者。为此，加工厂采用韩云美的作
品作为样品，并定期让韩云美打造
新的出口艺术品。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手工编织
的路上，韩云美实现了自己的创业
梦、致富梦。他不但自己做手工，还
带动附近的剩余劳动力一起干了起
来，甚至周边乡镇的残疾人都前来
取经学习。在他的带领下，70多人
实现年收入几千元到万元不等。
2021年，韩云美被授予“滨州市首
届最美残疾人创业者”称号。

“党和政府的政策好，残联也
给了我们很大帮助，以后的日子肯
定会越来越好。”虽然生活不易，韩
云美对未来更加美好的生活充满
信心。

真心祝福他未来如其所愿！

旧家具、废木材、老物件经巧手
补缀打磨重现新貌，成为家具市场
的抢手货，远销意大利、丹麦、英国、
澳大利亚等20余个国家；木材原
料、树根、牛骨在一凿一刻之间，重
新焕发生机，被赋予新的生命和价
值……这是在阳信县水落坡镇生动
上演的故事。

如今，这个有着“中国古典家具
之乡”响亮名号的小镇已逐渐形成
集仿古家具修复、民俗文化研究、古
典家具、古玩收藏、整理、观赏、展
销、研究于一体的大型民俗文化综
合性园区，越来越多的木作行业从
业者由“收旧卖旧”变为“老木新
作”，为水落坡民俗文化产业发展再
添新活力。

收售老家具这个行当，水落坡
人已经干了20多年。1995年，从水
落坡走出的刘学军去往北京收售老
家具，直到2000年，随着红木家具
市场升温，刘学军的生意从“收旧卖
旧”变为“老木新作”，开始在收来的
老家具上融入自己的创意。多年收
售老家具的经验让刘学军的眼光变
得毒辣，很快抢占市场先机，之后在
朋友引荐下敲开了将中国老家具卖
向欧洲国家的大门。

“物件与物件之间的联系是很
奇妙的，像原来农村马棚的马灯经
改造后可以用作酒吧吧台灯，腌咸
菜的缸子可以经过加工变为花盆摆
件，破败不堪的木材通过专业处理
仍能变成新的木制家具。”刘学军

说，“旧”不一定就跟“破烂”挂钩，它
是一笔隐形的财富，是古典气息的
源泉。“欧式古典家具主要是以胡桃
木和橡木为原材料，它的魅力在于
其独具历史岁月的痕迹，而旧家具
本身就带有这种历经岁月洗礼的浓
郁人文气息，这也是能完美与欧式
古典家具融合在一起，赢得欧洲人
青睐的关键所在。”刘学军说。

2020年，刘学军回到家乡建立
意象工贸有限公司继续做老家具翻
新加工生意。这些年来，刘学军一
直坚持在基层找触感，正如记者第
一次见到他一样，穿着一身沾满木
屑和泥土的工装，穿梭在车间。

刘学军说，每年人们对家具的
需求几乎都不相同，所以，紧跟市

场，对潮流作出准确判断，才能保证
收进来的老旧物件能物尽其用。凭
借敏锐的时尚研判和诚信经营，刘
学军将古典家具卖到了意大利、丹
麦、英国、澳大利亚等20余个国家，
年销售额1000余万元，叫响了水落
坡镇“中国古典家具之乡”的招牌。

刘学军的故事是水落坡民俗文
化产业园区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
越来越多的人将古典家具生意做得
风生水起。如今的水落坡如同义乌
小商品市场一样，前面是店，后边是
厂，聚拢了来自全国各地乃至全球
的民间生活木制品。在普通人眼
里，这些木制品已然残破不堪，而水
落坡的木作匠人们却总能赋予它们
新的生命和价值。

由“收旧卖旧”变为“老木新作”
水落坡木作匠人为老物件赋予新生销往欧洲市场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郭文璐

手巧的农村汉子
用心“编织”幸福生活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荆常忠 通讯员 王学强

滨州中裕食品有限公司：

把饭碗端得更牢
把粮食做得更好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樊飞 通讯员 张现科 赵成伟

工人们在为年后生产做最后的冲刺。

王兰美（右）和同事一起开展法律咨询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