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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4日讯 11月30
日，山东寿光蔬菜产业控股集团
电子交易市场滨州分理处战略
发展研讨会在滨州银茂大酒店
隆重召开。会议计划将滨州的沾
化冬枣、阳信鸭梨推到寿光电子
交易市场，让滨州特色农产品纳
入到全国市场进行交易。

寿光蔬菜产业控股集团电
子商务管理办公室主任国成胜
及助理徐凯，山东寿光蔬菜电子
交易市场总经理王月娟，以及滨
州地区的二十余家服务中心负
责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指出，山东寿光蔬菜产
业控股集团电子交易市场滨州分
理处肩负着维护、督导整个滨州
市场规范稳定，良性运行的职责，
促进并带动滨州市场健康有序、
长远发展，同时将全力推动滨州
市场新突破、新发展。要争取短时
间之内，培养出高端客户服务中
心，辐射到滨州的所有县区乃至
乡镇，让所有参与者、投资者在寿
光蔬菜产业控股集团电子交易市
场轻松理财、稳健创富。

据悉，山东寿光蔬菜产业控
股集团，响应国家对农产品交易

创新的指示，延伸产业链条，借
助网络技术实现蔬菜网上即期
现货交易，形成全国性的电子交
易大市场，即可交收现货，也可
交易赚取差价，是以现货为基础
的新型交易模式。山东寿光蔬菜
电子交易市场依托寿光蔬菜产
业控股集团旗下果菜批发市场
的强大现货规模及功能优势，全
力打造一个“功能强、服务广、功
能全”的一级果菜服务购销交易
平台。该平台涵盖了果菜即期现
货交易、蔬菜种权交易、果菜现
货拍卖交易三大功能模块，集交

易功能、拍卖功能、会展功能、加
工、物流、蔬菜种权推广于一体，
为农业供需双方提供蔬菜电子
交易经营管理服务。

有分析人士指出，寿光蔬菜
电子市场启动运营后，将与天
津、北川电子交易市场形成三足
鼎立之势，可发挥资源共享，联
网交易，统一物流配送，资源整
合等优势。整合各地相关产品资
源和金融资源，打破地域时空限
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同货、异
地、同步交易，最终形成全国统
一大市场的格局。

山东寿光蔬菜产业控股集团电子交易市场滨州分理处战略发展研讨会举行

滨滨州州特特产产可可在在全全国国电电子子交交易易

本报12月4日讯 (通讯员
李强 孟令旭 记者 王晓
霜 ) 12月2日一大早，沾化县
黄升镇颜家口村保洁员李秀
峰和颜廷奎就拉上统一配备
的卫生保洁车，打扫完道路，
把各胡同口垃圾箱里的垃圾
收集运送到村头的垃圾清运
箱……这是颜家口村在农村
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中的一个
缩影。今年9月份以来，颜家口
村投入360万元用于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目前“三化”实现全
覆盖，村民生活水平有了质的
提高。

走进颜家口村，映入眼帘的
是一条条笔直的柏油路，一个个
干净整洁的农家小院外垃圾箱
摆放有序，这是全村道路硬化、
环境净化和村居美化实现全覆
盖的结果。

颜家口村现有人口1290人，
耕地2650亩，党员51名。村民民风
淳朴，历史上就有经商的传统，
在外创业人员较多，全村从事工
业、商贸、流通的人员达到600
人。在农村环境整治工作中，颜
家口村主打“我创业，我快乐”的

“创业”文化，累计投入资金360
万元，用在了环境综合整治中。

硬化上，对全村5横12纵共
5 .5千米路面进行了高标准硬化，

真正实现了户户通，道路硬化全
部为沥青路和水泥路，同时对11
千米路边沟、路肩进行衬砌护坡。

净化上，在街道主要路口设
置垃圾池8个，沿街投放可移动
垃圾箱20个，购置机动垃圾清运
车1辆，人力保洁车3辆，配备4名
专职保洁员，定期对每户的垃圾
集中收集清运。

美化上，栽植法桐、龙爪槐、

紫叶李、木槿、白腊、紫叶小檗、
小龙柏、冬青等绿化树木11万
株，对道路两侧、村内空闲地进
行全面绿化，在村南打造了黄升
镇第一个村级生态林场；建设健
身广场2处，总建筑面积2500平
米；粉刷外墙4 . 2万平米，喷写
农村环境整治宣传标语30条，绘
制宣传画60幅，其中创业宣传画
20幅；安装高标准路灯60盏。

正如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颜炳华所说：“我们村子
整治以来，人们的居住环境和生
产生活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群
众的思想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改变了不合时宜的陋习
陋规。现在谁家房前屋后有垃
圾，不用村班子成员去说，他们
自己都感觉到惭愧。‘三大堆’在
我们村已不复存在”。

村村里里有有了了专专职职保保洁洁员员
沾化县黄升镇颜家口村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成效显著

9处现代渔业园区
被认定为省级园区

滨州市建成涵盖三次产业
的现代渔业园区34处，其中9处
被认定为省级园区。新建海珍品
工厂化育苗养殖车间3万平米，
总面积达到25万平米，提前完成

“十二五”规划目标。年销售半滑
舌鳎苗种350万尾、成鱼10万尾，
产值2925万元，海参育苗实现产
值3000万元。

新建水产品加工企业2家，
总数达30家。其中海旺水产科技
有限公司投资1 . 3亿元的水产
品精深加工车间建成投产，购置
加工设备1410台(套)，年冷冻贮
藏能力1000吨、加工能力2550
吨。建立渔业专业合作社36家，
发展会员2865户，带动养殖渔民
8000余人，辐射养殖面积79万

亩。其中7家专业合作社获批省
级示范社。惠民县观赏鱼基地发
展到200亩，滨城区引进日本锦
鲤、白斑狗鱼试养成功。新申报
10处省、部级水产健康养殖基
地，开展了40个水产品的无公害
认证，14个产品纳入农业部地域
特色农产品资料库。黄河岛获批
国家级休闲渔业示范基地；三河
湖获批省级休闲渔业园区，全市
省级以上休闲渔业示范点达到7
处。博兴县和乔庄镇分别被省渔
业协会命名为“山东南美白对虾
养殖第一县”和“山东南美白对
虾养殖第一镇”。同时，乔庄镇渔
作景观被农业部列为全国7个渔
业景观之一，评为全市第一个中
国美丽田园。

民生服务不断深化
培训养殖户1000余人

滨州扎实开展春风行动
计划、基层渔技推广体系改革
与建设项目，培训养殖户1000
余人。沿海推广电厂余热海水
对虾反季节养殖技术，成功实
现了南美白对虾、日本对虾多
茬养殖、淡季上市，平均售价
高出正常年份2- 3倍，单茬亩
效益达1800元，创对虾海水养
殖最好水平。内陆南美白对虾
养殖推广两茬养殖技术和鱼
虾混养等技术，克服了极端天
气和病害蔓延的不利影响，平
均亩效益1 . 5万元，实现了稳
产增收。

发放水域滩涂养殖证487
本，确权养殖面积113 . 7万亩，
保障了养殖渔民的合法权益。
为全市45位渔船船东协调办理
了渔船抵押小额贷款450万元。
冬春渔闲和伏季休渔期间举办
安全生产基本技能培训班7期，
培训船员1054人次，提高了渔
民渔工的安全意识和应急防范
能力。完善应急通信保障体系，
为全市236艘60马力以上渔船
免费安装了北斗卫星定位系
统。严格法定程序，按时完成燃
油补贴数据审核申报工作。提
高渔业互助保险理赔效率，及
时为渔民办理理赔15万元。

新建4艘执法船艇
已全部下水入列

全市新建的4艘执法船艇已
全部下水入列，执法装备和执法
能力大大增强。坚持海监旬巡查
(督查)制度，扎实开展海域使
用、海洋环保、海岛保护、溢油监
测和养殖用海等执法检查，共检
查用海项目61个(次)，下达《责
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1份，清
理违规挤占航道定置网具业户5
家，3起违法占用海域案件结案。
巩固渔船专项整治成果，开展清
理违规网具和渔船、船员证书、
证件专项执法行动，摸底排查

“三无”渔船90艘，积极推进渔船
登记发证工作。

加强伏季休渔管理，全市485
艘应休渔渔船伏休秩序保持稳
定。扎实开展“安全生产基层基础
提升年”集中行动，出动检查组79
次，检查渔港、码头、渔船集中停
泊点180余处(次)，渔船2550余艘
(次)。依法查处“毒电炸”鱼等非
法行为和养殖水域污染案件4起，
保障了渔业生产秩序稳定。坚持
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传
递大风、风暴潮等预警信息40余
次，启动应急预案12次。无安全生
产责任事故发生。

市海洋与渔业局推动海洋与渔业质量和水平再上新台阶

海海洋洋产产业业总总产产值值可可实实现现337700亿亿元元
滨州市海洋生态红线划定意见被省采纳，沾化县潮间带

高地湿地涵养与恢复项目进展顺利，无棣县贝壳堤岛与湿地
生态整治修复保护项目立项获批1440万元项目资金到位。全
市预计可实现全市海洋主要产业总产值370亿元，其中水产
品总产量43万吨、总产值66 . 5亿元，渔民家庭人均纯收入1 . 6
万余元，分别比上年度增长约16%、4 . 5%、10%、8%。

本报记者 王泽云

今年以来，沾化农信社
倡导“阳光做人、快乐从业、
尽职做事、制度安全、超前预
防、合规增效、从严治社”的
内控理念，全面构建“教育、
制度、执行、监督、整改、奖
惩”合规文化建设长效机制。

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
题，联社结合具体的业务、开
展的活动，分析问题产生的
原因、可能产生的后果，对员
工实行制度传到、心理辅导
和情绪疏导。对发现的典型
性、普遍性问题，充分听取被
检查行和责任人的意见，对
发现的问题、处罚决定进行
沟通和论证，结合各方面意
见形成风险提示，并提出整
改方案、防控措施和处理处
罚决定。

在认真抓好检查特别是
整改工作的同时，沾化农信社
从制度、机制、流程等方面查
找原因，制定整改计划和整改
措施；完善各部门整改机制，
推进整改工作向业务部门、经
营部门、监督部门转变。

此外，联社还定期对屡
查屡犯现象较为严重和整改
率较低的业务、机构、人员，
及时进行合规风险提示，推
进内部整改和完善，提升合
规文化执行力。 (韩福涛)

沾化农信社打造

合规文化建设机制

本报讯 今年来，邹平县
焦桥镇计生办把优化服务质
量、提升服务水平当做工作的
重中之重来抓，努力实现“三个
转变”，方便广大群众。

该镇计生工作人员从转
变服务观念做起，拓宽服务
领域，增强服务内容，由管理
者变为服务者，促使服务内
容多样化、服务质量优质化、
服务对象广泛化；以转变服
务态度为切入点，由原来的

“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
难办”转变为“门好进、脸好
看、话好听、事好办”，提升服
务态度；以转变服务方式为
目标，实行动态化管理和动
态化服务，实现经常化服务，
使人口计生工作服务方式更
加机动、更加灵活，服务更加
到位。 (李鹏)

邹平焦桥镇计生办

努力实现“三个转变”

本报12月4日(通讯员 李
玉国 王蕾 记者 谭正正 )

2013年滨州市中小学教师资
格考试首次实行“国考”，12月2
日面试报名正式开始。截至4日
下午3点，报名人数达1295人。
记者从滨州市教育局获悉，全
市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面试网
上报名从2日开始，6日结束，现
场审核确认时间为5日至7日。
考生须在规定时间内登录教育
部考试中心“中小学教师资格
考试网”进行网上报名,并到相
应报名点(黄河7路、渤海16路，
市教育局办公楼一楼大厅)进
行现场确认。

为做好新旧政策衔接,以
往参加我省组织的教师资格教
育学、心理学考试并取得考试
合格证，且合格证在有效期内
的，可以参加滨州市组织的教
育教学能力测试，不参加本次
国考面试。

教师资格“国考”

两天千余人报名面试

保洁员李秀峰和颜廷奎正在打扫刚完工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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