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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C03

四名荣誉市民列席人代会
听取政府工作报告后，纷纷表示将继续在潍坊扎根发展

本报2月10日讯(记者
秦国玲 于潇潇)10日，林
和龙、吴锡琛、曹荣华、
骆钢四名潍坊荣誉市民列
席潍坊市十六届人大一次
会议，记者了解到，这是
潍坊市人代会第二次邀请
潍坊市荣誉市民列席，旁
听政府工作报告。

10日上午，潍坊市十六
届人大一次会议在潍洲剧
场隆重开幕，四位荣誉市民
分别坐在会场的第一排位
置。在听取了政府工作报告
后，纷纷表示很有信心，将
继续在潍坊扎根发展。

来自中国台湾的林和
龙，2008年定居潍坊，是宇骏
(潍坊)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他投资的项目在高
新技术开发区，总投资3亿
美元，主要从事太阳能硅
片、硅锭的制作加工销售。

“潍坊是个好地方，每年的

鲁台会，我都会参加，每年
也有不少台湾朋友远道而
来，我非常乐意给他们推介
潍坊，来潍坊投资。”林和龙
说，2012年是承上启下的关
键一年，相信在新的领导班
子的领导下，潍坊未来5年
会有更大的发展。

“来听政府工作报告，
给我们极大的鼓舞，这是对
政府工作非常好的总结和
回顾，也是对未来5年政府
工作的规划。”潍坊金龙置
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来
自澳门的吴锡琛说，今后将
继续在潍坊，推动更多澳门
企业与潍坊合作，将更多项
目在潍坊落户，为潍坊产业
转型升级作出更大贡献。

曹荣华是山东中荣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该公司是一家集甲醇汽油、
甲醇柴油及燃料用油等甲
醇系列产品研发、生产、销

售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在
山东省甲醇汽油等科技成

果工程化、系统化、市场化、

产业化中名列前茅。他在
2010年1月被潍坊市人大常

委会授予潍坊市荣誉市民。

了解到潍坊在未来发

展中，把节能减排和环境保

护列入重中之重，曹荣华决

定继续加大在新能源领域

的投资力度，期待在新领导

班子的指引下，为潍坊经济

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来自香港的骆钢在潍

坊生活了11年，从事地产行

业的他目睹了潍坊日新月

异的变化。他告诉记者，2001

年刚来潍坊时，潍坊的房价

只有1400元，现在均价已经

达到5000元左右，而政府工

作报告又为自己下一步的

工作指引了方向。

头条链接

四位荣誉市民

看望福利院儿童

本报2月10日讯(记者

李涛)10日下午，列席潍坊市

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四位

潍坊荣誉市民曹荣华、吴锡

琛、林和龙、骆钢到潍坊市儿

童福利院看望福利院的儿

童，四位荣誉市民为儿童福

利院带来35000元慰问金，还

带来书包、棉衣等价值4000

余元的物品，荣誉市民曹荣

华还助养一名孤儿。

10日下午，山东中荣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曹

荣华、潍坊金龙置业发展有

限公司董事长吴锡琛、台湾

宇骏(潍坊)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林和龙、德润企

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骆钢

来到潍坊市儿童福利院看望

福利院的儿童，四位荣誉市

民与小朋友一起互动游戏，

还参观了儿童福利院的设施

等，四位荣誉市民为儿童福

利院带来35000元慰问金。

与此同时，荣誉市民林

和龙还为福利院的儿童带来

了价值4000余元的书包、文

具、棉衣等物品。林和龙还安

排公司员工，以后每个月为

儿童福利院提供儿童用尿不

湿。

荣誉市民骆钢也表示，

公司每年都会从公司基金中

拿出一部分费用帮助儿童福

利院的儿童。

在看望福利院儿童过程

中，荣誉市民曹荣华还助养

了一名四岁的孤儿。曹荣华

的妻子表示，她们本身就非

常喜欢小孩，日常生活中身

边有需要帮忙的人她们也会

出手相助，这次助养一名孤

儿也算是一种缘分。

曹荣华的妻子还告诉记

者，这是她们第一次助养小

孩，在这方面也没有经验，以

后生活中，会在经济上给予

助养的小孩帮扶，同时也会

利用节假日等时间到福利院

看望小孩，有机会还会将小

孩接到家中进行亲情沟通，

让其得到亲情和家的温暖。

政协委员白宗家：

行政街“治堵”可考虑改单行

荣誉市民曹荣华、吴锡琛、林和龙、骆钢(从左至右)

本报记者 孙国祥 摄

2012年1月，潍坊市汽车保有
量为125万多辆。与上月相比，增
加近2 . 7万辆。增加的车辆中，七
成以上都是私人轿车。大量私人
轿车增加的背后，就是城市道路
拥挤问题，堵车也成了治理难题。

政协委员白宗家在此次两会
中就提交了一份关于改善行政街
交通状况的提案。白宗家说，行政
街交通拥堵问题一直是老大难问
题，而且已经由来已久，经过综合
治理后，交通状况有了很大改善，
但是，随着私家车的快速增加，拥
堵现象有增无减，上下班时间尤
其严重，直接影响着各单位办公
和市民的出行，致使综合整治的
效果不太明显。

对于如何进一步改善行政街
的交通状况，缓解交通压力，白宗
家提出几点建议。行政街业已形
成的门头和市场较为发达，多数
存在着占道经营现象，希望有关
部门和街办进一步加强对行政街
门头房及经营业户的管理，杜绝
占道经营现象，坚决取缔随意占

用人行道的商户。除此之外，建议
对行政街(潍州路——— 鸢飞路)路
段实行限时段单行，主要考虑的
限时时段为上午7：00——— 9：00，下
午16:00——— 18:00，条件成熟时可
考虑全时段单行。在上下班和交
通繁忙时段，加派专人疏导、监
管，在行政街(潍州路、鸢飞路)路
口增设交通警示牌，并加大对违
章车辆的处罚力度。

本报记者 秦昕

政协委员郭富斌：

商业噪音，该消停了

刚要午休，高音喇叭的声音
便从外面“强势”穿透进屋；逛个
街，沿路响不停的扩音器吵得人
心烦……随着商业网点的增多及
竞争的加剧，不少商家通过音响
设备招揽顾客，商业噪音也多了
起来。今年，政协委员郭富斌就针
对商业噪音提交了提案。

采访中，奎文门社区居民李
浩表示不时遭到商业噪音的骚
扰。郭富斌说，他之所以会写这份
提案，是因为自己常碰到这种情
况。对于建筑噪音，人们可以向城
管部门投诉，但是商业噪音，很多
市民并不知道该向谁投诉。据了
解，商业噪音归在社会生活噪音
范畴内，对于这类噪音，规定由公
安部门责令改正。但实际上，对商
业噪音，由于没有统一的执法标
准和管理方式，群众对噪音往往
投诉无门、效果不大。

他认为，管好城市噪音，执法
部门应尽量落实到一个部门，建
立协作联动执法机制，从而提高
执法力度和效率。在协作联动机

制建立后，有关部门可在群众反

映强烈或商户集中地区开展集中

整治行动，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坚决查纠此类问题。同时，倡导商

家文明经商，市民也应该提高对

社会生活噪音的认识和维护自身

合法权益的能力，主动支持、参与

治理商业噪音活动，鼓励群众举

报，切实加强对商户的日常监督。

本报记者 韩杰杰

政协委员王新航：

每个市民应有“公益账户”

“我说的‘公益账户’可不是
说捐款，而是积累‘公益时间’的
账户”，9日下午，提交《倡导志
愿精神 创新社会管理》提案的
政协委员王新航告诉记者，通过
“公益账户”，可以激发志愿者
的服务热情。

王新航建议，可以以社区为
单位设立公益银行，每个市民获
得一个公益账户，每次参加公益

活动之后，就在自己的公益账户

里积累了相应的公益时间，就像

自愿献血一样，在自己和家人需

要社会帮助的时候，可以加倍

“提取”免费公益时间。这样的

形式，个人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也可以鼓励和推动更多的公民参

与到社会公共事务中来，形成互

助和谐的良好循环。

王新航告诉记者，在潍坊存

在着这样一些社会组织，他们以

自己的方式参与着社会管理。比

如，鸢都义工、潍坊义工、雷锋

车队，这些组织自从成立以来，

利用各自掌握的社会资源，组织

各种活动，帮助社会上的各个弱

势群体，包括失学儿童、孤寡老

人、白血病患者、残疾人等等。

然而，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一帮人的热心和激情也是薄弱

的。如果他们可以获得政府和官

方的支持，得到应有的认可，划

入统一管理，则将成为社会管理

的一股强大力量。

本报记者 于潇潇

政协委员周保进：

给废旧电池一个归宿

随着各种电子产品和通讯器
材的大量涌现，废旧电池的数量
也急剧增加，就体积和重量而言，
废旧电池在生活垃圾中微不足
道，但对我们生存的环境，确是一
大隐患。政协委员周保进建议在
全市范围建立废旧电池回收网，
给废旧电池找一个归宿。

周保进说，废旧电池的危害
大家都知道，但是因为没有专门

回收的部门，市民不知如何处理，
所以导致废旧电池的回收一直没
有有效的进展。

周保进说，回收废旧电池，可
以参考旧家电回收利用办法，可
以在商场里设回收点，拿一定数
量的废旧电池可以换取对应数量
的新电池，当然废旧电池的回收
利用要纳入市财政补贴范畴，由
销售部门回收，然后由政府财政
补贴。

再者要明确管理废旧电池回
收利用的第一职能部门，根据不
同型号的电池制定回收、再生的
实施细则，并建立一整套完善的
监督机制。

同时，建立废旧电池的回收
体系，并由专人或专门公司运送
分类管理，最大限度提高全市废
旧电池的回收率和循环利用率。
建设处理废旧电池的企业，可由
电池生产厂家承担处置废旧电池
回收利用单位，投资兴建具有一
定规模的废旧电池循环利用工
厂。

本报记者 张浩

政协委员王新航

政协委员周保进

政协委员白宗家

政协委员郭富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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