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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用电客户：
因供电设施检修，我公司计划在下列时段对以下线路进行停电检修，现将检修线路、停电区域及主要影响客户范围列表公告如下：

备注：

1.检修工作有可能比计划时间提前完成，会提前恢复送电，如因天气及不可抗力导致检修工作无法正常进行或延误送电，敬请谅解，请注意恢复送电过程中的用电安全。如有其它用电疑问，请拨打供电服

务热线：0543-3052235。

2.双电源及自备电源用户，需切换电源时请提前三天到供电公司办理有关手续。

3.我公司对电网检修工作给您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并将努力缩短停电时间，衷心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

国网滨州供电公司

2022年5月5日

序号

1

2

3

检修线路

110kV市中站：碧林甲线41R开关至末端线路、碧林甲线

43J开关至末端线路、碧林甲线101环网箱13开关至末

端；碧林甲线101环网箱14开关至末端

110kV市西站：10kV阳光甲线双湖村支线5J开关至末

端、10kV阳光甲线双湖村支线6J开关至末端、10kV长

二甲线103环网箱11开关至末端、10kV长二乙线104环

网箱11开关

110kV市西站：10kV长一甲线9120开关至10kV长一

甲线11开关；10kV长一乙线9220开关至10kV长一乙

线11开关

工作时间

5月17日

08:00—17:00

5月18日

08:00—15:00

5月19日

08:00—17:00

检修原因

线路改造

线路改造

线路改造

停电区域

黄河二路南北两侧、新立河

西路以东

长江二路南北两侧、阳光西

路以东

长江一路南北两侧、渤海十

二路以东

主要影响客户范围

滨州祥源天然气有限公司、滨州公用事业服务中心等客

户。

双湖小区、双湖贵苑、双庙刘居委会等客户。

滨州市路灯及城市亮化管理处、东关小区、山东东建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南杨居委会、滨州市老年人养护中

心、滨州市优抚医院等客户。

2022年5月份滨州供电公司电网检修停电公告

滨州旭飞商贸有限公司(社会信用代码
91371602MA3U4CYF31)经股东会决议拟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资，注册资本由 500 万元
减少至 10 万元，请债权人于公告之日起45日
内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滨州旭飞商贸有限公司

2022年5月6日

减资公告
山 东 宏 拓 实 业 有 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71626MA3CLRU104）经股东决定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
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2,600,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750,000万元；请债权人自收到通知书的30日内，未收到通知
书的自公示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申报债权，债权人有权向公司
提出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请求；债权人未在前述规定期限
内行使权利的，公司将按法定程序减少注册资本，特此公告。

联系人：马飞 联系电话：0543-4684679
联系地址：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县经济开发区月河四路东侧

山东宏拓实业有限公司
2022年 5 月6日

减资公告

李月月在山东鲁滨首饰有限公
司办理的理财手册丢失，折号：
0000953，特此声明。

滨州市润宇运输有限公司鲁
MER993(黄牌)车辆道路运输证丢
失, 证 号:371602309743, 声 明作
废。

张梅娟与邱翠苹签订的租赁合
同壹份丢失，签订日期：2019年3月
11日，房屋租赁证明号：20190311，
声明作废。

尹会举与朱文波签订的租赁合
同壹份丢失，签订日期：2016年6月
2日，房屋租赁证明号：20160060,
声明作废。

段浩杰丢失滨州亿源置业有限
公司于2020年4月10号签订的商

品房网签备案合同壹份，（合同编
号：202004100027019），声明作
废。

滨州市谦鑫商贸有限公司公章
丢失,公章编号:3723010044777
声明作废，且寻回后不再使用。

李秀芹丢失彭李派出所于
2010年 12月20日签发的身份证，
号 码 372301195708043462，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联系电话：3186726 18654306492

受有关部门委托，本中心定于2022年
5月20日上午10时对无棣县车镇加油站
有限公司全部资产面向社会公开拍卖。

标的简介：该加油站位于无棣县车王
镇六街与中心路交叉口往西约100米，资产
包括土地使用权、地上建筑物、机械设备及
加油站特需经营权形成的无形资产（各项经
营资质齐全）。拍卖标的详情参考评估报告
等相关文件，具体以现场看样为准。

本次拍卖会采用网络拍卖方式，
有意竞买者请持有效证件及竞买保证
金 100 万元向本中心咨询报名，保证

金以实际到账为准，竞买不成功保证金
三个工作日内不计息退还。（户名：滨州产
权交易拍卖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账号：
376810100100560928 开户行：兴业银
行滨州分行）

报名及标的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
至2022年5月19日17时

报名地点：滨州市黄河五路338号滨
州日报社３楼

拍卖地点：本中心网络拍卖大厅
咨询电话：0543-3387939

13854330299
滨州产权交易拍卖中心

2022年5月6日

拍卖公告
受有关单位委托，我中心定于 2022 年

6 月 7 日上午 10 时起在滨州公共资源产
权（要 素）交 易 大厅（http://jypt.bzggzyjy.
cn/JingJiaMidBoot/html/cqbiaodilist.html）
以网络动态报价方式公开处置山东滨达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黄河八路501号3号楼第3层沿街办
公用房3年租赁权一宗。自由报价期：自2022
年5月6日10时起，限时报价期：自2022年6月
7日10时起。

符合竞买方资格要求（详情参见交易大厅）
的竞买申请人须提前注册登录滨州公共资源产
权（要素）交易大厅提交竞买申请，自动获取账号
并按要求足额缴纳竞买保证金。竞买保证金到
账截止时间:2022年6月6日16时（以银行到账

时间为准）。本次公告所涉及资产只接受网上竞
买申请，通过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即时到账（竞
买申请人名称和交款方名称须一致）。

竞得入选人须在竞价结束后登陆竞价平
台进行身份验证，同时下载成交确认书并在
买受人处盖章（或签字），携带本人（单位）有
效身份证件及复印件到标的所在单位办理成
交确认手续。

标的展示时间：2022年5月9日-6月6日
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展示电话：18654372037
中心地址：滨州市黄河八路355号
中心电话：0543—3165921 3165536
技术支持电话：0543-3165525

滨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2年5月6日

国有资产处置公告
受有关单位委托，我中心定于2022年5月

13日上午10时起在滨州公共资源产权（要素）
交 易 大 厅 （http://jypt.bzggzyjy.cn/
JingJiaMidBoot/html/cqbiaodilist.html）以
网络动态报价方式公开处置北海嘉苑华清园
房产三宗。自由报价期：自2022年 5月 6日
10时起，限时报价期：自2022年 5月13日10
时起。

符合竞买方资格要求（详情参见交易大厅）
的竞买申请人须提前注册登录滨州公共资源产
权（要素）交易大厅提交竞买申请，自动获取账
号并按要求足额缴纳竞买保证金。竞买保证金
到账截止时间:2022年5月12日16时（以银行

到账时间为准）。本次公告所涉及资产只接受
网上竞买申请，通过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即时
到账（竞买申请人名称和交款方名称须一致）。

竞得入选人须在竞价结束后登陆竞价平台进
行身份验证，同时下载成交确认书并在买受人处
盖章（或签字），携带本人（单位）有效身份证件及
复印件到标的所在单位办理成交确认手续。

标的展示时间：2022年5月9日-5月12日
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展示电话：13561539151
中心地址：滨州市黄河八路355号
中心电话：0543—3165921 3165536
技术支持电话：0543-3165525

滨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2年5月6日

国有资产处置公告

一、公示内容
名称：《山东滨州工业园区总体规划

（2021-2030年）》
概要：园区规划范围为东至侨昌化学

东，西至新立河，南至德大铁路，北至永莘
路以北现状企业，总面积24.5 km2。调整
后规划主导产业定位为化工及新能源新
材料、生态家纺服装、绿色食品、高端装
备制造。规划期限为 2021-2030 年，
规划发展目标为“山东对接京津冀的
重要承载地、鲁北重要的现代智能制
造与研发基地、滨沾工业走廊隆起的战
略支撑点”。

二、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
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
链接：

链 接 ：https://pan.baidu.com/s/
1BRhIc2iq45lxkpvqwXKPpQ

提取码：d7wn
二维码：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查阅方式和

途径：滨州市滨城区滨北街道梧桐二路279
号凤凰大厦山东滨州工业园区管理委员
会。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范围：受山东滨州工业园区直接

影响或间接影响的单位和个人，以及关注
园区建设的单位和个人。

征求事项：征求评价范围内所有敏感
点公众对园区建设的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
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接受公众的监督，
以便完善环保治理措施。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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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按上述链接下载公众意见表，

填写完成后通过我单位联系方式和地
址，以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在规定时
间内将公众意见表提交我单位，反映与
园区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公众
提交意见时，请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鼓
励采用实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
址。对于公众提交的相关个人信息，我司
承诺不会用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之外
的用途。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本公示信息发布日期起10个工作

日内。
七、委托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委托单位：山东滨州工业园区管理委

员会
联系人：张廷发
联系电话：15563076970
邮 箱：bbhbs12369@163.com
联系地址：滨州市滨城区滨北街道梧

桐二路279号凤凰大厦

公示发布单位：

山东滨州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发布日期：2022年5月5日

山东滨州工业园区总体规划（2021-2030年）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征求意见稿公示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张
康 通讯员 阮琛琛 报道）为充分发
挥基层党组织凝聚力量、整合资源
的强大作用，创新安全监管模式，服
务全市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4月
28日，市海洋与渔业监督监察支队
党支部与无棣县马山子镇党委组织
开展“安海党旗红”党建联盟暨“渔
船北斗安装”启动仪式系列活动。

此次活动是“安海党旗红”党建
联盟系列活动之一。启动仪式在岔
尖渔港举行。启动仪式上，市直机
关工委负责人为“蓝海”党员先锋、

“安海党旗红”示范村和示范渔船授
旗，“蓝海”党员先锋队代表作了主
题发言，“蓝海”党员先锋队全队进
行了宣誓。随后，市海洋与渔业监
督监察支队党支部与岔尖二村党支
部共同签署《“安海党旗红”党建联
盟协议书》。

据悉，岔尖二村作为典型的传
统渔村，在渔业生产实践中创新实
施党员包保渔船编队生产模式，所
有渔船实行党员村干部包保制，海
上捕捞全部进行编队生产作业，村党
支部对编队作业所有渔船进行全过
程监管。这种管理模式不仅打通了
从乡镇一级包保责任人到渔船渔民
的“关键一公里”，推动滨州市海洋渔
船管控四级包保责任制落实落地，同
时作为党组织活动和安全监管模式
的有益探索，实现了党建和业务的深

度融合。为激励先进，发挥典型示范
带动作用，市海洋发展和渔业局授予
岔尖二村“安海党旗红”示范村荣誉
称号，授予鲁滨渔61847“安海党旗
红”示范船荣誉称号。

为进一步提升基层党组织创造
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打造基层党建
新格局，市海洋与渔业监督监察支
队党支部和岔尖二村党支部决定成
立“安海党旗红”党建联盟，进一步
强化队伍联动和资源共享，在党课
教育、技术培训、渔船管理、安全生
产等多方面加强合作，引领党员教
育及党建活动高标准、高质量开展，
推动海洋渔业安全生产和海洋经济
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市海洋与渔业监督监察
支队党支部以党建联盟成立为契机，
创建“蓝海”党建品牌，成立“蓝海”党

员先锋队，切实铸牢一个坚强的战斗
堡垒、打造一支勇于担当的执法队
伍、升起一面为民服务的海上旗帜，
在疫情防控、抢险救灾、安全生产、海
洋渔业执法、志愿服务等行动中，真
正做到哪里有任务需要，哪里就有先
锋队，实现支部建在海面上、党旗插
在渔船上，充分发挥海上基层党组织
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服务全市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市海洋发展和渔业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下一步，党建联盟将切实发
挥桥梁纽带和平台载体作用，健全
完善长效机制，不断丰富党组织活
动方式、探索安全生产高效监管模
式，在提高党建水平、发挥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服务海洋渔业经济发展、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取得更加
积极的成效。

支部建在海面上 党旗插在渔船上
市海洋与渔业监督监察支队党支部与马山子镇党委组建“安海党旗红”党建联盟 滨州日报/滨州网无棣讯（通讯

员 张海鹰 赵志博 报道）近日，在无
棣县西小王镇棉花育种示范基地
内，省农科院经济作物专家王胜利
正在指导棉农按照要求种植棉
花。这标志着西小王镇30000亩
棉花正式开播。

近年来，西小王镇以乡村振兴
战略为引领，围绕“锦棉小镇、品质
小王”品牌定位，深化产学研融合，
探索出一条棉业新六产发展路径，
先后获评全国省市三级农业产业
强镇。目前，西小王镇已形成从棉
花种植到生态印染的完整产业链
条，镇域内年可实现籽棉购销15万
吨，生产各类纱8万吨，棉布1000
万米、家纺产品32万件，带动就业
2600多人。通过探索“土地托管、
订单农业”发展模式，2021年棉农
共增收70多万元，线上交易额突破

1000万元。今年，该镇将实施3万
亩绿色高质高效棉花高产项目，优
化为农服务，推广现代化植棉技
术，提升植棉面积和产量。同时，
引导龙头企业扩规提档，着力放大
产业链经济效益，争创乡村振兴十
百千示范镇。

据了解，近年来，被认定为国
家级棉花制种大县的无棣县把棉
种生产与基地建设作为全县棉花
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来抓，
把建设万亩棉花良种繁育基地纳
政府规划。目前，全县已建成5处
棉花种子生产基地，面积达13400
余亩，初步形成了“棉花良种繁育
——种植——加工——纺纱合线
——织布制衣——家纺——棉花
秸秆生物质能综合利用”完整产业
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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