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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邵
一娟 通讯员 毕艺琳 报道）随着复
工复产工作的持续推进，各类烧烤
餐饮服务单位陆续复产。为加强
对餐饮业油烟污染的治理，4月20
日晚，滨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出动
执法人员 40余人、执法车 12辆

次，开展夜间餐饮油烟整治联合执
法行动。

执法人员先后来到北杨烧烤
城、渤海六路烧烤街、黄河十四路
烧烤街、南杨烧烤城等地，重点检
查烧烤经营门店是否安装油烟净
化设备、油烟净化装置是否符合要
求、是否正确使用以及定期维护清
洗等，对未规范使用油烟净化设备
的店家进行现场约谈，督促业主规
范油烟排放行为。

下一步，该局将持续加大监管
检查力度，建立油烟污染长效常态
监管机制，严查严处各类餐饮油烟
污染问题。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
刚 通讯员 韩霞 报道）为进一步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增进民生福祉，近
日，沾化区下河乡以“打造清洁乡
村 助力乡村振兴”为主题，对照上
级工作要求，启动路域和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百日攻坚”行动，全面推
动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向纵

深推进。
大力宣传动员，营造良好氛

围。该乡充分利用群众会议、广播、
微信、入户等方式，全面宣传路域和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重要意
义，倡树文明新风，引导群众养成良
好的生活习惯，让生态文明理念更
加深入人心，营造“人人参与环境卫
生综合大整治”的良好氛围。今年
以来，该乡利用宣传车等方式集中
进村宣传 234 次，发放宣传资料
7000 余份，张贴宣传标语 54条。
同时利用重点工作微信群将整治情
况实时通报，推动27个村形成“环
境整治 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

突出整治重点，坚决不留死
角。该乡以村内环境实现“六清”为

标准，多措并举实现厕所有效管理、
垃圾规范处置、村村绿化美化亮化、
乡直驻地环境面貌焕然一新。全面
开展乡域全段、村庄内外、乡村道
路、绿化带、河道沟渠和农户室内外
环境卫生综合整治，确保环境卫生
整治无死角、无盲点。截至目前，该
乡共出动1500余人次，动用各类机
械50余台次，清理“三大堆”、乱贴
乱画共计100余处。

细化整治措施，提升工作标
准。在前期整治的基础上，对照整
治标准要求，各管区、村继续细化工
作措施，进一步提升整治标准，找问
题、找差距，再整改、再完善，全面推
进路域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提
质增效。

坚持持续推进，强化长效管
护。全面梳理集中整治“百日攻坚”
情况，建立健全农村人居环境保洁
制度，推动形成民建、民管、民享的
长效管护机制。进一步完善村规民
约，明确村民维护村庄环境的责任
与义务，落实“门前三包”制度，切实
增强群众参与环境整治的自觉性、
主动性，确保村庄常年保持干净、整
洁。

下一步，下河乡将广泛发挥团
委、妇联、党群志愿服务队、网格员
等团体优势，广泛发动群众积极参
与环境整治，继续完善公开监督机
制，真正形成群众事群众抓、群众参
与、群众监督的社会氛围，擦亮乡村
振兴生态底色。

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讯
员 李珊珊 报道）近日，家住邹平市
高新街道七里村的张万贵老人家中
台阶上安装了橡胶坡道，配备了手
杖；浴室安装了一字型扶手和淋浴
椅；屋内配备了可移动坐便器和智
能感应夜灯。今年70岁的张万贵
说：“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
上厕所、洗澡都担心会跌倒，现在街
道派人进行了改造，安装了一些安
全设施，实在太好了！”

据了解，邹平市60周岁以上户
籍老年人口达18.02万，约占户籍总
人口的24.2%。在人口老龄化问题
日益凸显的情况下，大多数老年人

首选仍是居家养老。针对老年人居
家养老中经常遇到的摔倒、生活不
便等难题，今年以来，邹平市印发了
《邹平市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
提升行动工作方案》，投资489万
元，对符合条件的558名经济困难
老年人，以及计划生育失独家庭人
员、低保边人员、建国前老党员、老
干部等，共约1053名老人家庭进行
适老化改造。通过公开招标选定的
第三方评估团队，按照“一户一策”

“自愿选择”的原则，持续开展对老年
人的居家环境适老化改造，让老年
人拥有一个安全、便利的生活环境。

邹平市民政局养老服务业办公

室工作人员高琳说：“家庭适老化改
造，根据老年人提出的申请，对居家
环境实行评估、设计、施工、验收等
全流程闭环监管。同时，创新工作
举措，进一步对适老化改造对象扩
面，公开选择300名普惠性适老化
家庭进行改造。目前已完成了558
名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工作。”该
局还投入80多万元，建设12349养
老智能化平台，为经济困难老年人
提供政府购买上门服务，截至目前，
已为全市558名经济困难老年人提
供居家上门服务。通过无障碍及安
全防护改造，降低了老年人居家养
老服务风险，配备适老化产品及辅

具让老年人日常生活更加便利，通
过信息化改造对老年人日常生活进
行全天候监测，由智慧养老平台来
进行统一调度、跟踪和管理，老年人
在发生意外或有需求时通过紧急呼
叫功能可以及时得到响应。

下一步，邹平市民政局将继续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导专
业养老服务组织为家庭养老床位建
设对象提供助餐、助洁、助行、助浴、
助医、康复、巡访、关爱等居家养老
上门服务，使老年人在自己熟悉的
环境中接受到专业化养老服务，发
挥好全省县域养老创新示范县（市、
区）的示范、引领作用。

杨柳雪镇集中表彰疫情防控青年志愿者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

刚 通讯员 赵新亮 报道）自本轮疫
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在滨城区杨
柳雪镇这片红色沃土上，涌现出了
一批积极响应号召的本土志愿青
年，他们不计报酬、不怕辛苦，毅然
担当起家乡疫情防控工作的义务和
责任，为家乡抗击疫情增添了坚实
的志愿力量。

4月20日上午，杨柳雪镇团委
书记刘明霞将疫情防控最美志愿者
荣誉证书递交到权山山手中，对他
及所有参加疫情防控的青年志愿者
对全镇抗击疫情所作出的突出贡献

进行表彰，为他们舍小家顾大家、参
加疫情防控志愿服务工作表示衷心
感谢。

据了解，权山山是来自杨柳雪
镇权家村的一名青年，3月18日那
天，他通过家人得知镇团委正招募
青年志愿者参加疫情防控工作，便
立即拨通报名电话说明自身情况，
跟其他报名志愿者一道参加全镇疫
情防控工作。按照镇疫情防控领导
小组统筹安排，权山山与另外七名
志愿者一同担负起长深高速3号口
疫情防控值班执勤任务。

他们八个人通过轮岗方式，从

白天到深夜再到凌晨，在周而复始
的工作中，认真协助交警和交通管
理部门人员检查过往车辆的通行
证、核酸检查报告、健康码和行程
码。他们每天进行上千车次车辆检
查，重复最多的动作就是抬手接大
车司机核酸报告及各类证件，有时
会举得自己的手直打哆嗦、不听使
唤，当他们看到与自己一同执勤的
交警和交通管理人员也在风雨无阻
地坚守时，即使再累也不甘放弃，用
执着信念支撑着疲惫身体，一干就
是一个多月。

“虽然我们八名志愿者在一起

工作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但是现在
如果让我们再碰到一起真的不一定
谁都认识谁，因为我们当时在3号
口执勤时都穿着防护服，只记得那
身大白的模样。”权山山说。

青年志愿者没有什么豪言壮
语，只有朴实的行动诉说着每个人
的战“疫”故事，他们把一腔热血化
作战胜疫情的责任和担当，在每一
个昼夜交替中毅然守护在家乡防疫
最前沿，充分展现了无私奉献的志
愿精神，成为红旗杨柳雪镇在抗击
疫情过程中坚实的青春力量和担
当。

下河“百日攻坚”行动助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邹平市完成558名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

滨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加大
夜间餐饮油烟执法整治力度

博兴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主动服务+帮办代办”高效服务重点项目建设

滨州日报/滨州网博兴讯（通讯
员 张丽娜 报道）为积极落实“博事
兴办”主动服务机制，4月15日上
午，博兴县政务服务中心副主任韩

举生带领交通城建服务股工作人员
到滨州支脉（博兴四）220千伏输变
电工程、博兴众成御园等重点建设
项目走访调研，进一步了解项目进
展情况，倾听企业需求，同时将博兴
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制作的《博兴县
投资建设项目审批事项服务指南》
《投资项目手续办理路线图》等资料
带到企业中去，方便企业办理相关
业务时参考查阅，让企业切实感受
到“主动服务”带来的实惠。

今年以来，为有效助力省市县

重点项目开工建设，博兴县行政审
批服务局以“博事兴办”主动服务机
制为载体，坚持“主动服务+帮办代
办”，高效服务重点项目建设。

该局组建“一对一”主动帮办代
办服务队，梳理重点项目事项清单，
根据项目不同阶段主动对接，提前
跟进了解项目进展，找准项目审批
问题症结，提供全程咨询和指导服
务。同时，建立74个重点项目帮包
台账，形成“主要领导牵头抓、分管
领导具体抓、帮办代办服务股全力

跟进、其他业务股室积极配合”的工
作体系，积极协调解决项目审批过
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

下一步，博兴县行政审批服务
局将继续坚持问题导向，强化责任
担当，以“五讲五比”作风建设百日
行动为契机，全面加强和改进工作
方式方法，着力推进审批制度改革，
持续改善优化营商环境，以更好的
服务保障全县重点建设项目加速推
进。

李庄镇“一企一策”助企纾困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

刚 通讯员 李国兴 曹蕊 报道）位于
惠民县李庄镇的恒大绳网公司是
一家研发型绳网生产企业，近日，
一笔35万元的高科技企业补贴没
有通过审批，给该企业正在进行的
高端海底绳网研发项目造成了一
定影响。该公司总经理刘吉杰说：

“这笔钱虽然不多，但在疫情期间
对我们企业研发来说很关键，可以
说能够帮我们往前迈一大步，关键
是我们公司符合审批条件。”

根据企业实际需求，李庄镇专
门选派工作人员入企了解实际情
况。据了解，该公司高科技企业补
贴没有获批的主要原因是用电台

账不规范。由于该公司分为两个
厂区，其中一个厂区租给了其他四
家工厂使用，但五家工厂共用着三
台变压器，导致用电全部算在了恒
大绳网公司账目上，导致恒大用电
量大幅超出审批规定限额。

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李
庄镇政府协同电力部门共同帮助
该企业完善用电台账，通过实施

“一企一策”，分别统计出变压器和
分电表的用电情况，核算出恒大绳
网公司自身实际用电量。同时，镇
政府联系发改、科技部门开通绿色
通道进行重新审批，仅用半天时间
就审批通过，为企业争取到补贴资
金，助力企业研发项目正常进行。

果蔬种植“科技范儿”数据管控助增收

泊头实验学校举办课桌操比赛

滨州日报/滨州网沾化讯（通
讯员 薛静静 报道）4月22日，沾化
区泊头镇实验学校举办了一场课桌
操比赛，进一步丰富学生课间生活，
促进“阳光一小时”体育活动的开展。

比赛中，1-6年级16个班级
的学生依次展示，他们朝气蓬勃、
精神焕发、动作优美整齐，释放出
泊头实验学校“小小少年”的活力，
展示着泊实学子团结协作、追求卓
越的青春风采。

本次比赛，丰富了学生的校园
文化生活，让学生们充分感受到了
运动健康的快乐。

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
讯员 董丽丽 报道）近日，邹平市临
池镇计生协会组织辖区43个村参
加了由山东省计生协会举办的青
春健康线上培训班，600余名学生
和家长通过网络平台参加学习。

此次培训，重点围绕处于青春
期的青少年面临身心变化带来的
种种困扰，指导家长建立良好的亲

子关系，通过有效沟通开启孩子心
门。同时，引导家长与孩子坦诚交
流，缓解孩子的情绪波动，帮助孩
子平稳度过青春期。

此次培训，有效加强了家庭、
学校、村三方教育的有机结合，引导
家长理解孩子青春期生理和心理方
面的变化特征，通过建立良好的亲
子关系，帮助孩子身心健康成长。

临池计生协会组织开展
青春健康线上学习培训

近日，在沾化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园设施大棚
里，工人们忙着采摘成熟的番茄，呈现一派喜人
的丰收景象。据负责人介绍，无土栽培的佳丽番

茄不仅外型好看，产量也比普通番茄高很多，日产近
3000斤。

同时，在示范园“数字化车间”内，农技专家正在运
用信息平台为农户讲解种植技术。通过数据比对，番茄的
开花、坐果、幼苗、成熟等不同时期所需的温度、湿度条件
在屏幕上一目了然，生长全过程实现数据化精准管控。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贾海宁 周展 摄影）

遗失声明 联系电话：3186726 18654306492

田云鹏丢失无棣县教育局于2017年7月 10日颁发的初级
中学化学教师资格证书，编号:20173713731000569，特此声明。

山东隆成进出口有限公司向泰国公司（TEERACHAI
STEEL CENTER CO.,LTD）所出口产品的中国海关产地证
(FORM- E) 丢 失 ，产 地 证 号 为 ：E226968651590050,
E226968651590055，声明作废。

滨州市结核病防治院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正、副本丢失，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123716004945805697，声明作废。

山东润元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位于商店镇魏寨村以北的农

业产业园区，经董事会决定，拟

按园区现状、以租赁方式寻找

新 的 合 作 伙 伴 盘 活 园 区 。

2022 年以来，与意向客户北

京新发地王福娟、寿光葡萄种

植大户宋志杰、山东云健网络

技术有限公司及其他本县或

周边县区葡萄种植企业联系

洽谈，目前以山东云健网络技

术有限公司以首年80万元承

租、租期五年、每年租金比上

年递增20%的报价最高获得

承租权。现予以公示，公示期

4月27日-5月1日。

山东润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2022年4月26日

公示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获取方式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com/s/
19JqxmcEiPdoFfRbgUB77SA（提取码：ueim）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查阅方式和途径：山东创丰再生资源有限
公司（山东创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厂内）安环办公室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公众范围：厂界周围5.0km范围内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关于发布《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配套文件的公告（附件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下载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
t20181024_665329.html?keywords

四、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对建设项目有环境保护意见的，可通过电话（魏主任：18860541077）、
信件或E-Mail（fj@sdcxjt.com）向山东创丰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进行意见表述，
也可将自己的意见形成书面文字送至当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向山东创丰再
生资源有限公司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本公告信息发布日期起10个工作日内。
公告发布单位：山东创丰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发布日期：2022年4月26日

山东创丰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15万吨/年废旧铝合金资源综合利用改建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征求意见稿公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