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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平农村商业银行落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办行暨综合授信签约仪式举行

长长丰丰农农牧牧获获评评22AA级级信信用用企企业业
本报6月26日讯(记者 张

峰 通讯员 高建刚 成文学)
25日，邹平农村商业银行落

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办行暨
综合授信签约仪式举行，山东
长丰农牧实业有限公司获评2A
级信用企业。

邹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常兆贤说，邹平
农商银行按照党的十八大、十
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农村经济改
革的总体思路，进一步优化信
贷结构，创新产品服务，加大投
放力度，重点支持农业产业结
构调整、农业资源整合和农业
现代化建设项目。截至5月末，
全行涉农贷款余额92 . 09亿元，
占全部贷款的97 . 85%，实现了
金融支农主力军作用的全面发
挥。

随着农业结构的不断调整
优化，邹平县域出现了长丰等
一批科技含量高、专业化、集约
化的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
社等新型农业经济组织，符合
国家产业政策，具有较强的市
场竞争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但是由于目前部分新型农业经
济组织仍处于起步发展阶段，
土地多为流转集体土地，存在
担保不足和可供抵押的资产不
足的问题，进一步发展壮大时
往往遭遇融资难题。

基于这一现状，邹平农商
银行经过多次实地调研考察，
试点对新型农业经济组织推出

“主办行”制度，与企业基于平
等、互利原则签订合作协议，由
企业选择邹平农商银行作为主
要合作对象，在邹平农商行开
立基本账户、结算账户，邹平农
商银行为其提供贷款、票据、结
算、理财等一揽子金融服务，建
立较为稳固的权利义务关系。
邹平农商银行选择发展优良的
长丰生态农场作为试点，签订
主办行合作协议，引进第三方

监管存货质押方式正式开办业
务。从试点情况看，该项创新业
务取得了积极效果。

邹平农村商业银行行长吴
新民为长丰农牧实业有限公司
颁发了2A级信用企业牌匾，据
了解这是市级最高信誉。

长丰农牧实业有限公司
始建于2001年，占地面积3000
余亩。公司目前设有优质粮食
购销、生态奶牛养殖、绿色蔬

菜产销、生态休闲观光等多个
生产区。公司实行透明化管
理，建有大型先进视频信息平
台，以便于顾客可以通过视频
观摩了解产品从生产——— 加
工——— 检验——— 包装整个生
产流程，真正做到让顾客吃得
放心，吃出健康，吃出营养。公
司整体环境优美，以其园林式
的布局设计、花园式的建筑闻
名遐迩。

节节约约利利用用土土地地，，转转变变利利用用方方式式
邹平县国土局深入开展“土地日”主题宣传活动

本报6月26日讯(通讯员
姜进 见习记者 尹玉清) 25

日上午，邹平县国土资源局在
二楼会议室举行了“国土杯·守
土有责 勇于担当”的有奖征
文颁奖仪式。

为迎接第24个全国土地日
的到来，让全社会了解、理解和
关爱国土资源工作，展现全县
国土资源系统干部职工精神风
貌，形成热爱和珍惜国土资源

的浓厚氛围，邹平县国土资源
局举办了“国土杯·守土有责
勇于担当”有奖征文活动。

征文以“节约集约利用土
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为主
题，紧密联系邹平实际，围绕耕
地保护和节约集约用地，创新
国土文学创作思路，打造国土
文化品牌。作品主要包括耕地
保护、土地整理、矿产管理、国
土测绘、土地利用、旧城改造、

新农村建设、国土资源执法监
察、精神文明建设等内容。征文
从不同视角，畅谈了对保护和
合理利用国土资源重要性的认
识，对国土资源工作取得成就
的评论，分析了资源管理中存
在的问题和不足，介绍了自己
节约资源的做法和体会以及对
节约集约利用资源提出的意见
和建议等。

活动自6月11日开展以来，

国土系统职工及全县关心国土
资源事业发展的社会人士积极
踊跃参与，共收到征文1 6 0余
篇，共评出一等奖3名、二等奖5

名，三等奖10名，优秀奖17名。
通过本次征文比赛，不仅

将全国土地日的概念广泛宣传
到基层单位，同时也使保护耕
地，珍惜土地的理念深入人心，
唤起了新一代青年节约集约用
地的意识和觉悟。

本报6月26日讯 (见习记者
尹玉清 通讯员 姜进 ) 6

月25日是第24个全国土地日，当
天上午邹平县国土资源局的工
作人员在人流量较多的黄山二
路圣豪购物对过开展了全国土
地日主题宣传活动。邹平县委常
委、常务副县长姜凌刚，邹平县
国土资源局党委书记、局长李增
参与了本次活动的宣传。

本次活动的宣传主题为“节
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
方式”。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横幅，
出动宣传车，向过往群众发放宣

传材料及相关宣传物件和现场
咨询解答的方式，及时传达“土
地日”宣传的内容和涉及土地的
相关法律知识。

本次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
3000余份，宣传太阳伞300余把，
宣传扇200余把，现场解答群众
咨询40余人次。通过此次宣传活
动，加强了群众对紧缺的土地资
源现状的认识，让“土地日”主题

“集约节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
利用方式”深入人心，从而为实
现、可持续发展创造更好的群众
基础。

相关新闻

邹邹平平法法院院门门户户网网站站开开通通运运行行
网站推行“阳光审判”，增强审判执行工作的透明度

本报6月26日讯(通讯员
赵浩志 见习记者 董明轩)

近日，邹平县法院互联网门户
网 站 ( 网 址 ：h t t p : / /
bzzpfy.sdcourt.gov.cn)正式开通
运行。该院将通过门户网站推
行“阳光审判”，进一步增强审

判执行工作的透明度，为人民
群众提供更加优质的司法服
务。

了解法院的全新窗口。网
站设有新闻中心、案件报道、案
例指导、调研成果、法院文化、
法院荣誉、媒体聚焦等栏目，内
容丰富，涵盖了法院工作的各
个方面，是人民群众了解法院
工作的全新窗口。

查询案件的全新渠道。网

站设有审判流程、裁判文书、执
行信息“三大公开”平台链接。
同时，设有诉讼案件当事人、执
行案件当事人、被执行人信息、
失信被执行人等信息查询栏
目，当事人随时可以查询相关
案件信息。

交流互动的全新载体。网
站设有民意沟通信箱、院长信
箱、投诉举报等民意沟通栏目，
网民可以对法院工作、司法作

风、便民措施等各方面发表意
见和建议。法院安排专人对各
类信息进行汇总、整理，并及时
回复。

便利诉讼的全新平台。网
站设有诉讼案件指南、执行案
件指南、诉讼文书下载等栏目，
当事人和群众可以对不熟悉的
法律文书、审判流程、法律规定
等进行查询，方便当事人参与
各类诉讼活动。

工工作作人人员员给给过过路路群群众众讲讲解解土土地地政政策策和和法法律律法法规规。。
本本报报见见习习记记者者 尹尹玉玉清清 摄摄

邹平农村商业银行行长吴新民(右)为长丰农牧实业有限公司授信。 本报记者 张峰 摄

包裹落在出租车上

交警急追帮忙找回

本报6月26日讯(通讯员 王
轩 毕倩倩 王晓涵 见习记者

赵颖鑫 ) “真是太谢谢你们
了！”25日，邹平县临池镇郭家泉
村村民王发富将一面写着“感谢
人民好交警，助人为乐新风尚”的
锦旗送到邹平县交警大队四中
队，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24日，王发富一家乐呵呵地
打出租车从医院接回刚出生的儿
子，但是因粗心大意，一个装有身
份证、准生证、医院押金单据、
1800余元现金的小包却落在了出
租车上。等反应过来后，出租车已
经离开3分多钟了。

“钱是小事，但包裹里的这些
证件可都关系到孩子落户。”王发
富说。眼看出租车追不上了，王发
富心急如焚，看到正在309国道上
执勤的邹平县交警大队四中队交
警们，束手无策的他立即上前求
助。交警张立军、孙帅等简单询问
后，立刻安排一名交警留在原地
看守王发富的摩托车，其余三人
开车载着王发富迅速上前追去。

通过一路的观察追赶，民警
终于在周村的一个十字路口追上
该出租车。王发富拿到失而复得
的包裹，前后相差还不到10分钟。

县人民医院考职工

现代医院服务规范

本报6月26日讯(通讯员 冯
春霜 见习记者 董明轩 ) 24
日，县人民医院在联通公司二楼
会议室举行了《现代医院服务规
范》专项考试，全院各科室选派的
180余名职工参加了考试。

为进一步加强学习型医院、
学习型团队建设，切实落实卫生
局“五讲四评三服务”活动要求，
提高全院综合服务能力与水平，
医院将4月份做为医院每年的集
中学习月，将学习培训成为一种
习惯，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现代医院服务规范》是今年
学习月的专项学习内容。为保证
学习成效，医院通过会议动员、措
施制订、领导督导等方式提高全
院职工对学习的思想认识与重视
程度。同时，《现代医院服务规范》
人手一册，科室集中学习与个人
自主学习相结合，医院抽查考试
与科室考试相结合，试卷考核与
结合工作实际讨论活动相结合，
达到了预期的学习目的。

邹平县孙镇计生办

关怀关爱流动人口

本报讯 近日，邹平县孙镇
计生办开展了关怀关爱流动人口
专项活动，为全年流动人口均等
化服务工作营造“亲情计生、暖心
计生、幸福计生”的温馨氛围。

一是开展学习宣讲政策。组
织深入学习《流动人口计划生育
工作条例》，梳理流动人口日常办
理《流动人口婚育证明》的程序及
要件，为流动人口提供便捷高效
地服务提供了保障。

二是走出去送温暖。到东营、
张店、周村等流出人口集中地方
走访流出育龄妇女，同时组织计
生工作人员在所包责任区经常性
地开展关怀留守儿童活动，使其
切实感受到计生的温暖关爱。

三是开展联欢扶助活动。联
谊村居民和未返乡的流动人口开
展“亲情牵手”帮扶助困活动，扶
助困难流动人口家庭，让得到帮
助的留守儿童露出开心的笑容，
对未来学习充满信心。

(通讯员 张健 王宗升)

“守土有责 勇于担当”征文比赛完美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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