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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的目的在于应用，而技术
创新的目的则在于创造价值。创新

之路是无止境的，只有不断地挖掘，
解决行业痛点、难点、盲点、堵点，才
能真正地做到利他，实现共荣。

2014年2月，苏怀兴加入京博
控股集团，长期工作在生产岗位，一
路走来，硕果累累，获得多项省市级
奖项，共计授权7项发明专利和6
项实用新型专利，并将创新成果应
用于生产实践，创造了非常大的价
值。

他从点滴做起，理论联系实际，
用最快的速度成长为车间的技术支
柱。2016年担任技术员期间，他解
决了造气炉长期运行不正常的问
题，并将多项技术创新进行了成果
转化。他以煤气产品质量提升项目
积极参与山东省质量优秀改进成果
项目评比，并荣获一等奖。通过两

年的努力，他组织对煤气脱硫系统
进行优化改造，实现了脱硫装置的
长周期稳定运行，使硫磺产品质量
获得了大幅度提升，硫磺纯度由
98%提升至99.9%；同时，将熔硫能
耗大大降低，并且减少了现场人工
操作，节省了人力，保障了公司战略
落地实施。

2020年，苏怀兴积极响应公司
转型号召，从自己所熟悉的传统行
业走出来，进入新材料行业，加入到
5000吨/年高性能改性乳化剂及配
套项目开展攻关。在担任项目PM
经理期间，他组织新进大学生培训，
学习运行车间的工艺流程，接触实
际工作状态，帮助新入职员工尽快
熟悉岗位；组织骨干人员去相关企
业考察学习，优化项目设计，改进工

艺流程；组织各体系做好产品上市
前的准备工作，严格把关工程建设
质量，为车间顺利开工奠定了基
础。同年11月，工业化丁苯胶乳装
置投产开车，装置放大后存在着工
艺技术、生产装备、产品质量等诸多
方面的问题。他与同事奋力攻坚，
充分发动各方面力量，2021年通过
对操作参数、生产技术、工业装备进
行再次优化、融创蜕变，目前已生产
出固含量大于60%的高固含丁苯
胶乳合格产品，实现了国产高固含
丁苯胶乳从0到1的突破，打破了
国外的技术垄断。

心中有梦，聚力前行。苏怀兴
将继续带领团队攻坚克难，把更多
的科研成果转化落地，为橡胶强国
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苏怀兴：

学以致用产学融合，为橡胶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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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爱荣，女，生于1977年2月，
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滨城区大队
副大队长兼骑警中队中队长，中共
党员。

2020年9月28日，董爱荣屈膝
20分钟支撑伤者的事迹被公安部
交管局点赞，也被市民广泛转载。

事情发生在当日中午，董爱荣在下
班途中发现一起交通事故，一名女
孩骑电动车撞倒了一位阿姨，疑似
致其骨折，女孩受到惊吓抱着阿姨
直哭。董爱荣立即指导小姑娘拨打
120医疗救护电话和122交通事故
报警电话，同时联系值班交警前来
维护现场，她则屈膝蹲在地上支撑
着伤者，帮她减轻痛苦，并不断安抚
两人。她保持着这样的姿势近20分
钟，因怕身体活动引起伤者疼痛而
不敢变换动作，直到救护车将伤者
接走，她才松了一口气。面对围观
群众称赞，她说：我是交警，应该的。

董爱荣及时救助伤者可不止一
次。2021年4月14日，董爱荣排查
道路安全隐患时遇到了一起交通事
故，她单膝跪地照顾伤者直到救护
车赶到，这一幕被过路市民记录到
手机里。2021年6月10日，董爱荣
带领队员们在考点周边执行“高考
护航”勤务，在长江一路、渤海十路
路口北侧发现一起交通事故，一人

腿部受伤。董爱荣和队员们轮流上
阵用手托住伤者，单膝跪地用“最美
姿势”守护着他，并联系其家人。类
似的暖心警事，董爱荣做过很多，对
于称赞和褒奖，她说，面对受伤的群
众，当时心里想的是当事人是不是
受伤严重，别的没想太多。

自全市公安系统开展“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以来，董爱荣践
行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初心使命，积
极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解难题。
在了解到市区一幼儿园的孩子们上
下学需要到路口绕行的情况后，董
爱荣主动与交警支队设施科联系，
在幼儿园门口施划斑马线。董爱荣
注重从群众关心、关注的小事出发，
从根本上满足群众的出行需求，让
工作落到实处。

董爱荣说：“因为这身警服，因
为交警工作，自己努力工作能让城
市道路更加畅通，群众出行更加安
全，自己的生活和生命也因此更有
意义。”从警20年来，董爱荣站岗、

巡逻，执法为民，热情服务，守护市
区道路平安畅通；进社区、企业、学
校，传授交通安全知识；定期到敬老
院、福利院做义工，与老人话家常，
与困境少年结成帮扶对子。早出晚
归，已是家常便饭；风里雨里，早已
习以为常。日记本的扉页上记录着
她的工作感想：“不要问我为什么痴
情，不要问我为什么日复一日在人
流车流中坚守，我只知道，我的一言
一行能为千家万户送去平安，能为
沸腾的城市带来和谐，我便什么都
不再想。”没有轰轰烈烈，只有默默
付出，她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人
民警察对党的忠诚！

多年来，董爱荣被市政府记二
等功，三次荣立三等功，获评“滨州
最美警察”“滨州市五一劳动奖章”

“滨州市优秀共产党员”“全省青少
年维权工作先进个人”“齐鲁先锋警
员”，以及全国“关爱明天、普法先
行”青少年普法先进个人，“全国成
绩突出女民警”等荣誉称号。

董爱荣：

在平凡岗位上书写人民警察对党的忠诚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任
宵 张丹丹 丁春晓 实习生 张志恒
通讯员 董会青 张志国 报道）与奥
运同行，一起向未来。2月11日
至12日，“鑫诚田园杯”滨州市第
五届冬季全民健身运动会在惠民
县鑫诚田园生态旅游区举行。市

委常委屈跃宽出席运动会。
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8支

代表队300余名运动员参赛。本
届运动会共设置雪上项目14个，
经过两天激烈比拼，滨城、无棣、
博兴三支代表队获总分前三名。

穆杰参加活动。

“鑫诚田园杯”滨州市第五届
冬季全民健身运动会举行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荆
常忠 通讯员 张竞超 报道）2月14
日，滨州市十一届人大常委会举
行第47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王文禄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
任刘凤、王立勇、傅成栋、吕德章、
贾善银，秘书长张毅等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审议并表决通过了
市十一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
查委员会关于滨州市第十二届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
查报告；听取审议了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会议关于滨州市第十二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筹备工
作情况的汇报；审议通过了滨州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
报告稿和滨州市人民代表大会议
事规则（草案），决定提请滨州市
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审议；审议通过了滨州市第十
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议
程（草案），决定提请滨州市第十
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预
备会议通过；听取审议了市人大
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滨州市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
情况与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草案的初审报告、关于滨
州市 2021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2年预算草案的初审报告；审
议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市十
一届人大六次会议及本届以来代
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
报告，决定书面报告滨州市第十
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会议指出，市十二届人大一
次会议是在建设更高水平富强滨
州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
重要的会议，是全市政治生活中
的一件大事。要高标准、高质量
地完成会议筹备保障各项工作，
以优质、高效的服务确保十二届
人大一次会议顺利召开。

会议强调，市人大常委会组
成人员要继续保持良好状态，实
现本届工作圆满收官，为人大工
作的平稳衔接作出应有的贡献。

会前，王文禄还主持召开了
市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101次主
任会议，研究决定了有关事项。

市十一届人大常委会
第47次会议举行

滨州日报/滨州网北海讯（通
讯员 曹坤 报道）自山东省港口一
体化改革以来，山东港口滨州港
明确自身定位，紧紧围绕融合发
展，多举措创新作业模式，实现了
业务的全面提升与吞吐量的跨越

式增长。
据统计，2021年完成吞吐量

841万吨，散杂货码头泊位占用率
78.05%，同比增长11.85%，泊位
利 用 率 70.21% ，同 比 增 长
10.56%。

山东港口滨州港
去年完成吞吐量841万吨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荆
常忠 通讯员 周阳报道）2 月 14
日，市政协十一届三十八次主席
会议召开。市政协主席张兆宏主
持会议，市政协党组书记范连生，
副主席王方正、万永格、吴国瑞、
商玉昌、侯学锋、王进东、焦本强，
秘书长杜建民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政协第十二届滨
州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筹备工作
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召开政
协第十二届滨州市委员会第一次
会议的决定（草案）；审议了政协
第十二届滨州市委员会参加单
位、委员名额和人选及界别设置
（草案）；审议了政协第十二届滨
州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委员分组
办法（草案）；审议了政协第十二
届滨州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副秘
书长名单（草案）；审议了政协第
十二届滨州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各委员组召集人名单（草案）；审
议了政协第十二届滨州市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名单

（草案）；审议了政协第十二届滨
州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议程（草
案）、日程（草案）；审议了政协第
十一届滨州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工作报告（草案），推举了报告人；
审议了政协第十一届滨州市委员
会常务委员会提案工作报告（草
案），推举了报告人；审议了政协
第十二届滨州市委员会第一次会
议关于提案征集截止时间的决定
（草案）；审议了关于授权主席会
议审议决定政协第十一届滨州市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
议未尽事宜的决定（草案）；审议
了人事事项（草案）；审议通过了
政协第十二届滨州市委员会第一
次会议邀请出席、列席人员名单；
审议通过了政协第十一届滨州市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
议召开的时间及议程。

会议决定，政协第十一届滨
州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
次会议于2022年 2月 15日在滨
州召开，会期半天。

市政协召开十一届
三十八次主席会议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王
光磊 报道）近日，中国地市报研究
会公布了“百年奋斗路·百城访初
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大型全媒体报道组织奖名单。滨
州日报社入选。

在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
指导下，中国地市报研究会、中国
地市报人编辑部联合全国105家
城市党报社（传媒集团）组织开展
了“百年奋斗路·百城访初心”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
全媒体报道活动。活动自2021年
3月启动，至2021年9月18日圆
满结束，形成了气势磅礴的红色
百城“大合唱”，为建党百年营造
了浓厚氛围。根据各单位提供的
稿件质量和刊发报道的时效性、
连续性和完整性等因素综合考
量，主办方从105家中评选出38
家地方党报社（传媒集团）荣获

“百年奋斗路·百城访初心”大型

全媒体报道组织奖。
整个报道得到全国地方媒体

高度重视，全程精心组织、严格审
校，做到了内容准确、报道出彩。
百家地方媒体累计发稿 1 万篇
（条）以上，百度搜索“百年奋斗路
˙百城访初心”同名词条突破1亿
大关，中国记协第一时间在官方
网站头条、官方微信公众号头条
刊发消息予以重磅推介，新华社、
人民日报、中国日报、中新社、今
日头条、澎湃新闻等百余家全国
主流媒体和互联网平台迅速跟进
报道，形成强大的舆论声势，彰显
了新时代全国地方主流媒体的实
力担当，充分发挥了地市党媒在
全国重大主题宣传中的重要作
用。集纳本次报道作品、由中国
地市报研究会编著的《红色百城
百年奋斗纪实》一书，近日将由光
明日报出版社、中国水利水电出
版社正式出版，面向全国发行。

滨州日报社获评
“百年奋斗路·百城访初心”
大型全媒体报道组织奖

根据《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山东省设区的市、县
（市、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及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
定》规定，滨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名额为384名。滨城区、
沾化区、邹平市、惠民县、阳信县、无
棣县、博兴县、解放军、武警部队等
9个选举单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中国人民解放
军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的规
定，依法选举产生了滨州市第十二
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372名。

滨州市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代
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第20次会议对
上述372名代表资格进行了审查，
认为选举符合法律规定，确认当选
的372名代表的代表资格有效。现
将名单公告如下：

当 选代 表 名 单
（按姓名笔画为序）
滨城区（61名）

丁晓东 丁慧芳(女) 于 江
马学锋 王广忠 王文禄
王 军 王如云(女) 王国明
王宝军 王树林 王雪征(女)
王淑菊（女，民建）王 鹏
方 毅（无党派）丛爱华（女，民盟）
成爱华（女，九三学社）
刘 凤（女，蒙古族，农工党）
刘学俭 刘俊芳(女) 刘祖庆
齐民超 孙国翠（女） 孙 楠
杜玉杰(无党派) 李东海 李存友
李 刚 李艳芳(女，无党派) 李海峰
杨玉国 吴风耀 沈晓峰
初学晖 张小利 张 帆（女）

张 伟 张艳霞(女) 张晓芬(女)
张富勇 范春东 范前进 林风华
尚育伟 岳晓彤(女) 周雨泽
周国辉（女）单纪亮 赵玉华
赵玉忠(民革) 赵花琴(女) 胡义亭
聂在建 徐文洲 高 波 黄顺环
崔沿梅(女) 崔洪霞(女,民革)
盖中学(致公党) 韩秀云(女) 蔡建峰

沾化区（41名）
丁卫卫(女) 丁太平 于洪长
马俊昀(女) 王 鹏 卢忠佐
田明利 刘小丽(女,民建)
刘云浩(女,九三学社) 刘长海
刘延永 刘裕斌 孙承志
孙翠玲(女,农工党) 李呈芹(女)
李晓光 李新爱(女) 杨刚强
杨克泉 步乃章 谷玲玲(女)
宋 娟(女,民进) 张兆宏 张 军
张纪永 孟凡勇 赵 东 赵红梅(女)
姜红艳(女) 耿新红(女) 袁志勇
倪 政 郭丰青 高子美(女，民建)
高延林 韩 伟 韩清喜 彭国锋
董建合 傅成栋 薛志强

邹平市（69名）
卜晓霞(女) 王方正(致公党) 王生成
王亚群(女) 王庆霞 王国栋
王 玲(女) 王 超 王瑞国
王 瑾(女) 牛惠莹(女) 尹艳玲(女)
邓文强 田旭明 成延忠 成望海
吕明涛 乔 铭 刘 东 刘 冰
刘国安 刘 明 刘雪花(女) 孙 侃
孙宝臣 李元成 李长海 李 军
李丽(女) 李 松 李 岩
李秋兰(女，民进) 李景华
杨锦霞(女) 杨霞(女) 张方庚
张玉岭 张庆华 张红霞(女)
张含博 张波 张素芬(女) 张继功
张 谦 郑高飞 屈跃宽 赵传明

赵敬(女) 姜银浩 宫宝进
姚富教 耿洪彬(无党派) 贾善银
夏应宝 徐冬青 徐秋燕(女)
郭金鹏 菅玲艳(女) 常玉秀(女)
崔立新(无党派) 崔连民(民革)
崔国昌 梁中华 彭小月(女)
韩金萍(女) 颜世庚 潘士温
薛 平 穆 杰

惠民县（62名）
丁 忠 丁爱萍(女) 于俊军
马向前 王 力 王 丽(女) 王体功
王 玮 王明柱 王 艳(女)
王 娟(女) 牛学玲(女) 石玉国
田守国 付俊峰 邢玉平 任 鹏
刘以林 刘光艳(女，民建)
刘宝红(女) 刘春松 刘新新 安 林
许 健(女) 孙学森 杜美收
李 丹(女) 李宁波 李成秀(女)
李学文 李俊峰 宋立彬 宋永祥
张文勇 张玉坤 张光玲(女)
张 丽(女) 张宗健 张 科(回族)
张海龙 张瑞杰 张 毅 陈有梅(女)
范子军 范连生 周英俊 周忠梅(女)
周姗姗(女) 赵成山 高玉华
高兴晶(女) 高艳平(女) 唐 华(女)
崔海英(女) 梁贞祥 扈献民
韩云华(女) 韩林泉 路素珍(女)
慈合明 谭荣俊(女) 翟莹莹(女)

阳信县（44名）
马玉静(回族) 王 振 巴志城
史惠芳(女) 吕春霞(女) 吕德章
朱洪彬 刘灵燕(女) 刘荩一 刘海峰
杜征光 李 锋 李民堂 李秀坡
李迎松(民革) 李春田 杨广富(回族)
杨光军 杨建国 杨振刚(回族)
杨晓雄(回族) 吴荣华 宋全星
张立军 张民花(女) 张学勇
张雯雯(女,回族) 张增花(女)

张 磊 周 鸿 郑令健 段建国
柴婷婷(女) 徐凯思 栾兴刚
高观涛 郭新泽 黄 涛 曹兴宽
曹海静(女) 韩 莹(女)蔡长松(九三学社)
蔡桂玲(女,无党派) 魏长胜

无棣县（45名）
丁 锋 马文勇 王玉英(女,民革)
王玉瑞 王 秀(女) 王春轩(女)
王晓芳(女,无党派) 王 涛 王淑良
付利明 冯树举 吕天宝 吕长俊
任卫国 刘 昊 刘金菊(女) 刘德亭
孙士杰 杜清军 李丙树 李建伟
李 静(女) 吴婷婷(女) 邱延博
邱建飞 宋玉艳(女) 张青池
张荣安 张瑞新 陈秀香(女,民盟)
罗绍春 郑玉梅(女) 郑振亮 郝吉虎
郝 建 徐沛琦(女,无党派)
殷梅英(女) 高德涛 郭仲莲(女)
郭 香(女) 曹同亮 崔立华 崔金涛
梁金光 路 辉

博兴县（47名）
马凤浩 王东锋 王立勇 王 宁
王红燕(女) 王洪英(女，无党派)
王德敬 白 雪(女) 邢观明 巩向坤
巩洪波 毕志伟(女) 刘元华(女)
刘曰妮(女) 刘方太 刘方波 刘兆辉
刘 娟(女) 祁维华(女) 孙奉乾
孙战勇 李文凯 李荣舜 李海霞(女)
李 强 李增新 吴加宝 张兆杰
张良千 张继海 张慧华(女)
张磊磊(女) 范培建 柳珊珊(女,民盟)
郝绪光 赵永生 赵向飞(女) 赵春良
赵前方 耿庆东 高志国 盛玉春
韩克刚 傅洪涛 綦跃勤(致公党)
潘志惠(女) 霍兴泉

解放军和武警（3名）
艾称意 朱 俊 潘广平

滨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155号）

根据滨州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5次会议授权，滨州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01次主任会议决定：滨州市第十二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2年2月23日至26日在滨州召开。

滨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关于确定
滨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时间的决定

（2022年2月14日滨州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01次主任会议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