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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春节假期与往年相比，
全家人最大的感受，就是过得安
静、睡得香甜。的确，没有了鞭炮、
烟花的彻夜“轰炸”，大家不但睡得
早，更睡得好。除了年味略显清
淡，这个过法没什么不好。

“爆竹声中一岁除”，按照传统

习俗，过年就要燃放烟花爆竹，以
烘托喜庆的节日氛围。然而，燃放
烟花爆竹同样带来不少问题。比
如安全，每年春节期间都有因燃放
烟花爆竹造成的人身伤亡事故和
火灾，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
成损害；比如健康，燃放烟花爆竹
产生的尖锐噪声和有毒有害气体，
会影响人民群众的正常生产、生
活，甚至会诱发多种疾病，危害人
民群众身体健康；比如环境，燃放
烟花爆竹会产生大量的固体垃圾，
不仅对市容市貌造成较大影响，还
为环卫工人清理带来巨大负担；比
如浪费，几乎家家户户会或多或少

购买烟花爆竹，这是一笔不小的家
庭支出，等等。大量集中燃放烟花
爆竹已不符合人们对美好生活的
期待。

群众有所呼，政府有所应。为
了守护安宁、和谐、整洁的居住环
境，度过一个安静祥和的新春佳
节，2022 年 1 月 12 日，滨州市生态
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印发了《关
于做好烟花爆竹全域全时段禁售
禁燃禁放工作的紧急通知》，明确
今年春节期间在全市范围全时段
禁售、禁燃、禁放烟花爆竹。在做
好全方位宣传，做到家喻户晓的同
时，全市公安部门以特巡警、交警、

派出所为主体，划分网格、分片包
干，囤警路面、快速反应，不间断开
展巡逻查控，除夕前就查处非法买
卖、储存、运输、燃放等涉烟花爆竹
行政案件 56 起，行政拘留 25 人，行
政罚款 9 人，公布多起违法案例，
有力打击了非法运输、买卖、燃放
烟花爆竹行为，形成了全社会共
识。

没出正月都是年，过年，核心
是家人团聚，年味不能仰仗鞭炮
声。虎年春节开了无“爆竹声”的
先例，今后是否一直持续下去，尚
未可知。但请相信，这是第一次，
但绝不是最后一次。

没有“爆竹声”睡觉更香甜
管林忠

2021年以来，滨州中裕食品有
限公司充分发挥小麦全产业链绿色
循环农业产业化联合体主体作用，
大力促进现代农业要素集聚，全面
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实现联
合体销售收入 85亿元，同比增长
18.1%，进一步营造了企业增效、农
民增收共赢局面。

联合体吸纳当地70%
以上新型经营主体

中裕小麦全产业链绿色循环农
业产业化联合体于2017年10月成
立，是以优质小麦加工、生猪养殖为
主的农牧结合、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组织。在中
裕食品快速做大的引领下，进一步
吸纳滨城区70%以上的种植、养殖、
农机各类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等
新型经营主体为联合体成员。

产业链涵盖了优质小麦良种研
发繁育、订单种植、仓储物流、小麦
初加工、精深加工、食品加工、生猪
养殖、餐饮商超、废弃物综合利用、
蔬菜种植等“十大板块”，年加工优
质小麦100万吨、挂面42万吨、谷朊
粉6万吨、特级酒精10万吨、食品4
万吨，生猪出栏150万头，实现了农
业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打造出了
国内小麦加工产业链最长、各产业
联接最紧密的一条小麦绿色循环产

业链。
联合体各方签订生产服务合

同，共享“中裕”品牌价值，共同提高
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经济效益。其
中，主体企业中裕在做好小麦加工
主业的基础上，为联合体成员提供
生产、销售、融资等全方位服务；秋
田种业按照中裕原料要求，负责优
质专用小麦新品种研发与良种繁育
加工；秋田谷物合作社负责订单种
植、技术推广、小麦回收全程服务，
中裕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负责为育
种基地及优质小麦种植基地提供全
程农机作业及病虫害防治服务；中
裕加工产品以优惠价格供给餐饮企
业，加工副产物以优惠的价格或免
费供给养殖企业，沼肥免费供秋田
种业良种繁育基地施用。

2021年，中裕小麦全产业链绿
色循环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各单位经
营效益实现稳定增长，实现销售收
入85亿元，秋田种业销售收入提高
到75287万元，中裕谷物合作社订
单生产利润达到310多万元。

专用小麦订单种植总
计带动35万户农民年增
收5.1亿元

中裕小麦全产业链绿色循环农
业产业化联合体坚持“发展一个产

业，带动一方经济，富裕一方百姓”
的宗旨，与当地农户建立起紧密利
益联接机制。

联合体在滨城区发展优质专用
小麦订单种植比例达到90%以上，
幅射带动滨州市及周边地区优质小
麦订单种植面积达到 200 万亩以
上。订单种植采用“统一供种、统一
播种、统一技术指导、统一收割、统
一加价10%收购”的优惠措施，带动
35万户农民年增收5.1亿元。如中
裕谷物专业合作社创新利润返还机
制，对完成订单收购量的农户实行
三次返利，第一次返利是“免费供
种”，农户每亩收益50元；第二次返
利为优质专用小麦比普通小麦加价
10%以上回收，农户每亩增收150
元；第三次返利是对按要求完成订
单回收任务的农民每亩再返还20
元红利。

小麦全产业链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为本地农民提供了大量的进企
业打工、到基地务工的机会，年实现
吸纳5000多农民就业，实现工资性
收入1.6亿元。结合土地流转，联合
体以“流转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
模式，使农户家庭年收入稳定在5万
元到8万元左右。

“中裕”品牌价值达到
21.03亿元

中裕小麦全产业链绿色循环农
业产业化联合体注重技术创新，提
升品牌价值，狠抓风险防范，不断推
进产业高质量发展。

联合体依托国家小麦加工重点
实验室、国家小麦加工产业技术创
新中心、国家农业信息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赵春江院士工作站、博士后
科研工作站等国家级科研平台，加
大投入，培养人才，建立起优秀的小
麦、玉米新品种培育研发团队、食品
研发团队、废弃物处理研发团队等
科研队伍，以科技力量推动产业提
质效、上规模，加快提升中高端市场
竞争力。

联合体产品以中国驰名商标
“中裕（ZHONGYU）”作为主打品
牌，依托“中裕好食材”综合品牌创
建，目前已注册品牌17个，系列产品
在国内中高端市场占有率稳步提
升，已经走进了2.2万家大型超市和
30万家中小型超市，“中裕”品牌价
值达到21.03亿元。

为切实化解生产质量问题带来
的风险，联合体成立了产品质量监
督与追溯部门，全方位监督产业链
各板块质量运行，加大产品质量监
测，完善追溯机制，及时收集市场信
息反馈，为保证联合体持续稳步发
展奠定坚实基础。

中裕打造小麦全产业链联合体“航母”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孙文杰

2021年滨州“三农”故事之十一

“之前常因工作和同事们发生
争执影响情绪，这次听完专家的《做
情绪的主人》专题讲座后，学会了自
我调控，自我约束。”华纺公司的女
职工王雯雯说。据悉，滨州市总工
会走进企业举办女职工心理健康讲
座已达百场。

滨州市总工会女工委主任蔡洪

霞告诉记者，滨州工会通过开展“下
基层、接地气、办实事、促发展”活
动，精准服务、精细帮扶，全方位情
暖女职工。

丰富纾难解困新内容。深入开
展“我为群众办实事”系列活动，丰
富假期托管形式，2021年全市各级
工会共开展暑托班达27个，学校暑
期托管共138所学校，参与托管服
务老师4787名，惠及8332名职工
子女。丰富“帮扶送教育”内容，市
直单位共有27名符合条件的职工，
每人资助1000元；全市共救助99名
困难女职工子女，发放救助资金近
18万元。推动“妈妈小屋”提质扩
面，全市“妈妈小屋”建设数量达到
210个，联合市卫健委通报表扬20
个市级“妈妈小屋”示范点，每家补

助3000元。
探索维权行动新形式。开展女

职工维权有奖答题系列活动，参与
答题人数约25000人。提高专项合
同履约率和满意度，2021年共签订
集体合同610份，覆盖1236家企业，
惠及73920名女职工。开展婴幼儿
照护服务专题调研，调研报告上报
省总工会。

开启婚恋服务新模式。开展线
上交友“云相亲”新玩法，其间视频
直播观看人数达20000余人次，听
众达50000余人次，微信公众号青
年职工信息浏览量达 20000 余人
次。开展婚恋品牌系列服务，“黄河
恋·渤海情”主题单身职工派对活动
已连续开展两届，全市共开展122
场婚恋活动，有4407名职工参加，

有 300 余对青年单身职工成功牵
手。探索婚恋服务常态化，每周定
期在“婚恋服务工作室”开展小型线
下交友活动，到目前已开展30场。

搭建女工培训新平台。擦亮
《工蕙女子学堂》培训平台和品牌，
开展《工蕙女子学堂》进县市区、进
企业免费巡讲活动，授课45场次，受
益女职工近5000人次。

激发组织力量新引擎。提高
女职工组织建设力度和覆盖面，全
市有女职工组织 2378 个，设女工
委 员 397 个 ，组 织 覆 盖 面 达
99.6%。开展“书香三八”读书征文
活动，全市有 100多家单位、近万
名女职工参与，共收到 1000 多件
作品，市总工会获得全国“书香三
八”活动优秀组织奖。

丰富解困新内容 探索维权新形式 开启婚恋服务新模式

滨州市总工会全方位关爱女职工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管林忠 通讯员 杜文昌 赵淑美

为庆祝北京冬奥
会顺利举行，增强群众
对于冰雪运动的乐趣，
近日，无棣籍青年川剧
演员张智杰将“川剧变
脸”技艺带回了家乡，
在无棣古城滑雪场举
行了川剧变脸快闪活
动，为冬奥运动健儿加
油打气。

（滨州日报/滨州
网通讯员 张海鹰 吴云
峰 摄影）

滑雪场上上演滑雪场上上演““川剧变脸川剧变脸””
无棣籍川剧演员助力冬奥宣传无棣籍川剧演员助力冬奥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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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公积金

滨州公积金竭诚为您服务！

一、企业开设住房
公积金账户应该什么
时候去？需要带什么
材料？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第十四条规定：“新设立的单
位应当自设立之日起30日内
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
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并自登
记之日起 20日内，为本单位
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
立手续。”

办理公积金单位缴存登
记，需携带《住房公积金单位
缴存登记表》、单位依法设立
的证明文件、加盖公章的法定
代表人或负责人的身份证件、
单位经办人身份证件到各辖
区管理部公积金服务大厅办
理，或自行登录公积金单位网
厅 （http://www.bzgjj.cn/
hfmis_wt/login）办理公积金
单位缴存预登记。

二、开户时别忘记
办理U-key哦。

登 记 完 成 后 ，办 个 U-

key，以后缴存业务有个电脑
就可以做，可以节省您后续很
多业务的办理时间。

办理U-key的主要方式
为通过“滨州市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官网—滨州公积金网
上服务厅—单位用户登录模
块下方CA证书办理须知”下
载 相 关 申 请 表 资 料 ，包 括
《网厅数字证书申请表》《网
厅 数 字 证 书 办 理 授 权 书》
《营 业 执 照 加 盖 公 章 复 印
件》《滨州市住房公积金网
上单位业务服务协议书》。
以上资料按要求填写完整
后，交至所在县市区管理部
即可。目前办理U-key免除
年费等相关费用。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来临，不少市民采用酒精进行
消毒，但酒精是易燃液体，使用时
应注意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使用方法：

1. 75%酒精溶液作为消毒
剂，适用于手和皮肤消毒，也可
用于医疗器械及精密仪器的表
面消毒。

2. 卫生手消毒时将消毒剂
喷洒或涂擦于手部1-2遍；外科
手消毒时擦拭2遍。

3. 皮肤和手机、钥匙、门把
手、键盘、鼠标等物体表面消毒：
将消毒剂喷雾或涂擦于皮肤或
物品表面2遍。

4. 体温表消毒：将体温表完

全浸没在消毒液浸泡一下。

注意事项：

1. 密封保存于阴凉、干燥、
通风，避光避火处，定期测定，保
持有效浓度。酒精易燃，注意安
全隐患。居民家用建议购买小
瓶装。

2. 不适于喷雾等类型的空
气消毒及医疗器械的消毒灭菌；
不宜用于脂溶性物体表面的消
毒。

3. 一定使用75 %的酒精，因
酒精杀菌需一定量的水分，浓度
过高或过低均影响杀菌效果。

4. 有刺激性，不宜用于黏膜
及创面消毒。

5. 对酒精过敏者慎用。

如何正确使用酒精消毒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城讯
（通讯员 冯志强 报道） 近日，
“十四五”第一批滨州市社会科
学普及示范单位名单新鲜出
炉，滨城区滨北街道梧桐社区
榜上有名。

据悉，在社会科学普及示
范单位建设工作中，梧桐社区
高度重视，将该项工作纳入重
要日程。建立由社区党总支书
记为组长的领导小组，加强科
普工作领导，列支专项经费，
配套科普橱窗、图书室、活动
室等硬件设施，利用公众号、
宣传栏等方式向辖区居民做好
科学常识的普及。强化科普阵
地建设，打造科普工作新格
局。梧桐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基
础设施配套齐全，850平方米的
服务中心集宣传文化、党员教
育、科技普及、普法教育、体
育健身等功能于一体，为开展
科普活动提供了场所。同时，
在办公场所设立了科普宣传
栏，定期发布科普内容，在大
厅安装科普电视及电子显示
屏，定期播放生活小窍门、卫

生保健、健康园地等各类科普
知识。

社区立足服务居民定位，
通过开展学习型家庭、和谐家
庭创建等富有趣味、贴近生活
的科普活动，探索社区科普工
作的新途径，积极营造学科
学、信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
围。在实际工作中，他们注重
加强志愿服务，提升社区治理
水平。以社区凤凰剧场演唱
团、太极拳队、镇委小区舞蹈
队等为载体，不断扩大科普志
愿服务队伍，立足居民需求开
展各类科普讲座和培训、咨询
服务等居民喜闻乐见的活动30
余场，覆盖22个小区，惠及居
民万余人次。

下一步，梧桐社区将对标
对表，进一步加大基层社会科
学普及工作力度，建立完善激
励机制，充分发挥社科普及示
范单位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
社科普及进机关、进学校、进
企业、进小区，促进社科普及
工作深入开展，不断提高公众
人文社会科学素养。

梧桐社区获评“十四五”
首批滨州市社会科学
普及示范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