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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丘将每年为环卫工办一件实事

环环卫卫工工有有望望吃吃上上免免费费早早餐餐
本报10月27日讯（记

者 支倩倩） 26日，是山
东省第二十届环卫工人节。
章丘召开庆祝省第二十届
环卫工人节暨环卫总结表
彰大会，对240名优秀环卫
工人进行表彰。记者在会上
获悉，政府正在认真办好
为城区凌晨作业的环卫工
人提供免费早餐等实事。

会议表彰了10名“十
佳环卫标兵”、30名“环卫
技术能手”、50名“优秀环

卫工作者”和150名“最美
保洁员”。据了解，全市有
3000余名环卫职工，他们
纷纷表示将一如既往地发
扬环卫工人“宁愿一人脏，
换来万家净”的精神，为章
丘的人民创造一个清洁、
优美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
境。同时，章丘将为继续抓
好环卫一体化和美丽乡村
建设，年底市委、市政府将
拿出专项资金，对环卫一
体化工作排名靠前镇街和

示范村予以表彰奖励。
环卫工人的冷暖一直

备受市委、市政府关注，今
年以来，市领导两次慰问环
卫工人，章丘市委书记江林、
市长刘天东提出每年都要为
环卫工人办一件实事，今年
将启动为城区凌晨作业的环
卫工人提供免费早餐工程。

江林表示，环卫工作
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改善人居环境、
提高群众生活质量的民心

工程。做好环卫工作，关键
在领导重视。要继续带着
感情、带着责任为环卫工
人办实事、做好事、解难
事，不断改善环卫工人的
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要
努力提高环卫工人特别是
一线工人的收入，进一步
完善用工制度，强化安全
保障，认真办好为环卫工
人提供免费早餐等实事，
解决好环卫职工的实际困
难，让环卫工人安居乐业。

据介绍，目前城区严
格落实主次道路一日两普
扫、三次洒水、全日守岗捡
拾制度，主要路段、公共场
所实行巡回水洗作业，基
本实现了时时处处干干净
净、一尘不染。同时为配合
美丽乡村建设，投资1850
余万元，组织村居全面深
入开展环境综合整治，完
善村规民约，使农村环境
越来越美丽。另外，为规范
建筑垃圾，今年市环卫管

护中心规划建设4处渣土
倾倒场，实行网格化管理、
划片定向排放。环卫设施
是环卫工作水平和城市文
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今年，
市环卫管护中心新建、改
造垃圾转运站9座、新建环
保公厕25座，改扩建固定
公厕21座，将44座社会公
厕纳入一体化管理，城区
总数达到106座，城市道路
机扫率、洒水率分别达到
90%和97%。

项目总投资1 . 6亿元，选址龙山工业园，占地50亩，规
划总建筑面积32000平方米，主导产品是水处理及供水设
备、热工设备、环保设备。建成后将形成现代化生产车间
和国内一流换热设备生产线，预计年生产换热机组、给排
水设备1500台套。目前各项手续已办理完毕。项目建设周
期12个月，投产后可实现年销售收入5亿元、税收3000万
元。

开工时间：2014年8月

项目由济南鑫金工贸有限公司和金木铸造有限公司
合作投资，主要从事机械配件、电器设备、非标准件的加
工销售。项目总投资1 . 64亿元，占地50亩，建设厂房27000

平方米、办公楼3700平方米。项目于2014年1月1日正式签
约，目前正进行施工放线。投产后，年可生产汽车进气管
15万套、出水管10万套、气室24万套、其他配件21万套，实
现销售收入2 . 3亿元、税收1500万元。

开工时间：2014年8月

10月25日，章丘教育系统“五节活动”文艺汇演道通
实验学校专场在福泰小学音乐厅隆重举行。山东快书、童
话剧、小品、无伴奏小合唱等十余个精彩节目一一亮相，
带给观众们一场精彩的视觉盛宴。

本报记者 支倩倩 摄

本报10月27日讯（记
者 邢振宇 通讯员
袁致甲 朱恒彬） 在全
国农交会上，来自“大葱
之乡”章丘的大葱格外引
人注目，以高、大、脆、白、
甜闻名的“章丘大葱”，让
众多游客惊叹神奇。“这
可是皇 帝 封 的‘ 葱 王 ’
啊。”好客的章丘葱农向
游客们自豪地推介。

作为地方特产，章丘
大葱久负盛名。早在明
代，就被明世宗御封为

“葱中之王”，成为历代的
皇室贡品。时至今日，章
丘大葱再上一层楼，品质
和信誉更是有了长足发
展，先后注册全国“产地
证明商标”和“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获得“山东省
著名商标”、“中国名牌农
产品”、“中国驰名商标”
等多项荣誉，品牌价值达
到29 . 03亿元，成为瓜果
蔬菜中的“白富美”。

章丘大葱缘何能稳
坐“葱王”宝座？“从葱种
培育一直到端上餐桌，我
们实行的精准化管理，这
是章丘大葱能有今天成
就的关键因素。”章丘大
葱种植专家胡延萍言简
意赅。

在质量上

做到精准化

2004年，章丘市在全
市成立了“章丘大葱”协
会，在大葱主产镇街设立
分会，以协会为主体，推
动实施标准化生产。对大
葱的“良种选种育苗—生
长管理—收获销售”进行
全程质量控制。建立了专
业育种、统一管理、集中
供苗的繁供种体系，确保
大葱品性纯正。2011年11
月，章丘大葱种搭乘神八
飞天，又开启了航天育种
的新征程。在生产过程
中，章丘市以优质洁净的
明水泉水为主要灌溉水
源，完善田间水利设施，
保证泉水灌溉系统覆盖

主产区。在管理上，实行
生产档案、关键技术、操
作规程、监测方法、标志
标识等“五统一”管理，把
施用配方肥、腐熟有机
肥、沼渣沼液等现代方
法，与深耕深翻、晒葱根
等传统工艺相结合，清洁
田园、培肥地力。

多年来，病虫害控制
与农药使用之间的矛盾
一直困扰着葱农。为破解
这一难题，章丘市出资帮
葱农免费安装了自控式
杀虫灯，利用昆虫对光、
波、色、味的趋性，通过瞬
间高压，从而达到高效无
毒灭杀的目的。这种物理
性广谱杀虫技术帮助葱
农做到了不打农药即可
防治病虫害。

精准化做到一把尺
子量长短。章丘市将《章
丘大葱标准化生产技术
操作规程》印制成册，发
放到每户葱农手中。并统
一印制档案手册，要求每
户葱农从大葱育苗到收
获、出售的整个过程全部
记入档案，技术人员每月
检查一次，核实用药、施
肥情况，对不合格者坚决
淘汰，确保“绿色”无“水
分”。”

全程监督

做到精准到位

章丘市依托二维码
技术，建立了可追溯监管
体系，将大葱生产地块、
生产负责人、收获日期以
及生产过程的投入品使
用等基本信息，全过程记
入生产档案，实现了对上
市大葱质量安全的可追
溯监管。根据《商标法》等
法律法规，制定了“章丘
大葱”商标使用管理规
则，不符合技术等级、不
符合包装要求、不符合
运输条件的不准使用，
不整理、不加工、不包装
的大葱产品不准上市，有
效维护了章丘大葱的声
誉。

好酒也要会吆喝

章丘市绣惠镇农技
站站长陈海军深有体会。
由于拿不到绿色食品认
证，虽然大葱质量没的
说，但客户不认可，只能
眼睁睁看着到嘴的“肥
肉”溜走。为把“章丘大
葱”打造成市场名牌，章
丘市积极推动商标注册
和产品认证。1999年7月，

“章丘大葱”商标注册成
功，成为中国蔬菜类第一
件原产地证明商标。在随
后几年里，枣园、绣惠等
大葱主产区先后获得了
国家绿色食品发展中心
批准的绿色食品证书，并
分别注册了“万新”牌、

“绣惠”牌章丘大葱商标。
集大葱产地证、绿色（有
机）食品认证和产品商标
证“三证”于一身的章丘

大葱，进入市场后，很快
博得了消费者的青睐。同
时，在大葱销售上做文
章。先后投资500多万元，
在主产区建设了12个大葱
专业批发市场，2014年，章
丘市在女郎山建立了集有
机生产、科技示范、品种展
示、休闲娱乐于一体的全
国首家大葱文化产业园。
章丘大葱先后进驻上海世
博园、亮相北京钓鱼台、展
销北京人民大会堂，实现
了与北京全聚德的农餐对
接、强强联合，销售市场从
传统的京津、河南、东北
地区，扩大到重庆、四川
等西南地区和新疆边陲。
特别是与全聚德合作以
来，年供应量达120万斤。

如今，章丘大葱已成为
章丘名优农产品的“带头大
哥”，成为该市的主导优势
农业产品，种植面积达15万
亩，实现年产值7亿元。

本报10月27日讯（记
者 王帅） 今年10月1
日起，《企业信息公示暂行
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正式施行。24日，针对在使
用网上公示系统过程中出
现的各类问题，章丘市工
商局组织开展了专项培
训，对与会的明水街道、双

山街道共200余家企业进
行系统培训讲解。

据了解，企业及其他
市场主体通过互联网登
录“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山东）”后，可以
进行年报报送和即时信
息公示。按照公示系统所
列内容完整填报、提交

后，公示信息即可完成，
这样，企业无需再向登记
机关提交年报的书面材
料，营业执照也无需加盖
年报戳记。

据悉，《条例》实施以
来，章丘市工商部门多次
组织、参加培训，组织对
全市企业代表培训两次、

垛庄工商所单独培训 1
次，参加省局、市局培训
各一次。截至目前，对涉
及银行、保险、石油、供
电、医药、代理记账、会计
事务所等重点行业、分支
机构较多的行业，以及部
分乡镇企业，共计700多
家企业进行了培训。

山东飞洋节能技术有限公司项目

鑫金工贸铜铝汽车配件项目

种植面积达15万亩，实现年产值7亿元

章章丘丘大大葱葱稳稳坐坐““葱葱王王””宝宝座座

网网上上公公示示信信息息，，企企业业忙忙培培训训
涉及重点行业的700余户企业已接受培训

章丘大葱状元宋光宝。

五节活动精彩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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