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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全市市港港航航事事业业““巨巨龙龙””抬抬头头
“十二五”规划目标收官之年突出海港港区和套尔河港区两大建设重点

山东明君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号：371625200001533)，
法人代表魏龙昌，经股东会
决议现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请注销登记，现公司已经成
立清算小组，组长为魏龙昌，
请债权人于见报之日起45日
内向本公司申请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今年6月底，滨州港将正式开航运营，滨州港务集团正全力完善码头配套工程，加快码头竣工验收。同时，2015年将以加
快完善港口配套设施、推进现代化港口建设运营管理为目标，突出海港港区和套尔河港区两大建设重点，推动滨州港航航事
业。

完善海港港区基础设施

实现滨州港正式开航运营
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十
件民生实事之一，6月底实现开
航运营的同时也要全面启动引
航机构申报工作及相应设施设
备配套工作，力争2015年底完
成引航员配备、引航设施配备，
基本具备申报条件，为港口正
式开航运营提供保障。

北部沿海有很大的开发价
值，为了全面完善海港港区基
础设施和为北部沿海开发提供
支撑的需要，2015年滨州港海
港 港 区 工 程 建 设 计 划 投 资
15 . 71亿元，重点建设三项工
程，投资3 . 35亿元，完成防波堤
二期工程剩余全部工程量，投
资11 . 36亿元，建成3万吨级航
道工程，力争投资1亿元，建成2
×3万吨级液体化工码头主体
沉箱安装总工程量的50%。

致力打通套尔河“梗阻”

套尔河港区是滨州港规划
中的重要港区之一，由于诸多
原因，长期以来并未得到应有
的开发整治，天然“黄金水道”
和“河海联运”的优势也迟迟不
能发挥，严重制约了沿河一县
两区的临港产业发展。

2015年，市港航局把套尔
河港区作为建设重点，改善沿
线通航条件，释放周边运输潜
能，拉动临港经济低成本快速
发展。2015年套尔河港区工程
建设计划完成投资4 . 69亿元。
力争投资4 . 69亿元，建成沾化
魏桥物流有限公司码头一期工
程6个3000吨级通用泊位；完成
鲁粮化工5个3000吨级油品和
液化品泊位工程、宏阳物流4个
3000吨级通用泊位工程、棣新
港务3个3000吨级通用泊位工
程前期工作，力争完成套尔河

航道综合整治工程前期工作，
并基本具备开工条件。这五个
已列入全市“十三五”港航发展
规划项目的前期工作将在今年
完成。

筹备成立港航协会

2015年计划完成港口吞吐
量 1 6 0 0 万 吨 ，同 比 增 长
12 . 44%；货运量190万吨，同比
增长9 . 83%；货物周转量29000
万吨公里，同比增长12 . 61%，
努力实现港航生产持续增长。

要全面提高行业管理和服
务水平还需要依法行政，市港
航局将加大行业监管执法力
度，严把市场准入和年度审验
关，加强对滨州港2个3万吨级
码头运营管理和服务，加强对
全市黄河浮桥、水上旅游及航
运企业的监督管理，全面做好
今年全市国内水路运输(服务)
业年度核查工作，努力营造统

一开放、公平高效、竞争有序、
富有活力的港航发展环境和水
运建设经营市场。

优化行政审批，筹备成立
滨州港航协会，积极帮助有关
企业解决港航基础设施建设
和生产经营过程中的问题，市
港航局局长杨学峰说：“今年
上半年，我们要完成滨州港海
港港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和套
尔河港区总体规划的批复工
作，并出台具体实施管理意
见；全面加快小清河、徒骇河
航道项目前期工作，进一步提
高滨州港各港区的规模化、专
业化、集约化水平，促进滨州
港口和航运经济可持续发展。
对今年港航重点工程进行全
程跟踪监管，督促指导有关企
业抓牢抓实工程质量，科学布
置施工时序，优化工艺工法，
加快工程进度，确保完成今年
建设任务。”

本报通讯员 许孝亮 李鹏 本报记者 王璐琪

儒苑上邦首期14万㎡臻品房源开工建设

京京博博诚诚信信打打造造精精品品房房源源
本报3月31日讯(记者 阚乐

乐) 近日，记者获悉，滨城区体
量最大、最受百姓期待的京博·
儒苑上邦项目接待中心或将于4
月份开放，日前，项目接待中心、
样板间正在装修建设中。

京博·儒苑上邦项目由京博
控股有限公司旗下滨州市京博
乐安置业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山
东京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自
1988年筹建以来，在董事长马韵
升的带领拼搏下，现已发展成为
涉足石油化工、精细化工、生物
化工、艺术文化、教育培训、战略
投资、置业、贸易等多个产业领
域的大型民营企业。京博秉承

“为客户生产满意商品，为社会
培养有益人才的”企业使命，不
断做强做大，形成以“仁孝”为核
心的文化竞争力。

据最新数据显示，目前京
博位居中国企业500强第326
位、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第
162位、中国化工企业500强第
10位、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第83
位、中国民营企业制造业500强
第55位、山东民营企业第12位、
中国石油和化工民营企业百强
第7位。2010年，旗下京博乐安
置业有限公司成立，秉承“成为
行业内最具创新、生态、文化、
艺术的卓越企业”的愿景，以

“创造工作与生活的最佳生态

与最优人文环境”为使命，主要
经营范围包括房地产开发及配
套工程的开发建设、经营，物业
管理服务，道路、桥梁、管网城
市工程建设以及管道工程施工
等。日前，公司正在推广的京
博·华艺亭项目凭借优良的建
筑质量、创新的户型设计及完
善的物业服务，销售可观，好评
不断。

已开工建设的京博·儒苑
上邦项目可谓是滨城区的“庞
然大物”。据了解，项目总建筑
面积达100万平方米，位居滨城
区政府正南的城市核心区域，
首期开工面积约14万平方米。
儒者，柔也。知礼乐射御书数，
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更与京
博仁孝文化交相呼应。儒苑上
邦，不仅仅是商住小区，更是一

座真正的“城市综合体”。在整
个项目规划中，既围绕城区突
出中轴线，与创业商务中心相
呼应，又在各楼体建设中错落
有致，形成先进的街区发展模
式，并通过建筑与园林水系的
优化组合，强调人与环境的和
谐，打造城市公园型的高品质
宜居社区，引领城市的可持续
发展。

S317滨温线惠
民大桑至阳信温店
段大修封闭施工，
封闭时间 (2015年4
月1日——— 2015年12
月31日)，届时公路
禁止通行，请过往
车辆按交通指示标
志绕行、减速行驶。

滨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滨州市公路管理局

2015年4月1日

绕行公告

6677家家涉涉水水企企业业完完成成排排污污口口整整治治
本报3月31日讯(通讯员

苏小兵 王合昌 记者 王茜
茜) 3月31日，记者从市环境保
护局了解到，排污口规范化整
治与信息公开工作初显成效，
截至3月27日，全市67家涉水企
业完成污水排放口规范化整治
项目，仍有15家企业未完成排
污口规范化整治工作。

全市污水排放口环境信
息公开工作作为全市海河迎
查工作的一部分，为进一步加
强全市污染源治理，全面规范
辖区污水排放口，制定了《滨
州市2014年度污水排放口环

境信息公开工作实施方案》。
自全市启动排污口规范化整
治与信息公开工作以来，按照
既定的《滨州市排污口实施方
案》，严格整治标准，定期调
度，将全市涉水企业分三批、
四个阶段实施，第一批废水直
排环境的省控重点监管企业
和城镇污水处理厂共计32家
(第一阶段)，第二批废水排入
市政管网的省控重点监管企
业共计37家(第二阶段)，第三
批市控、县控重点涉水监管企
业共计92家(第三阶段)，第四
阶段督察验收。废水直排环境

省控重点监管企业和城镇污
水处理厂共计32家、废水排入
市政管网的省控重点监管企
业共计37家，于3月底前完成。

根据排污口规范化整治与
信息公开工作统计，山东滨州
亚光毛巾有限公司、滨州三元
家纺有限公司、安琪酵母 (滨
州)有限公司、山东滨农科技有
限公司、山东侨昌化学有限公
司等67家企业完成市污水排放
口规范化整治项目，其中省控
17家，市控34家，县控16家。

另外，无棣鑫岳化工有限
公司、无棣六和信阳食品有限

公司、山东万德酒业有限公
司、沾化雅士享肉类食品有限
公司、山东益心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阳信长威电子有限公
司、山东科伦药业有限公司、
山东华阳油业有限公司、山东
华义玉米科技有限公司、山东
华康食品有限公司、滨州泰和
印染有限公司、滨州鑫辉毛纺
有限公司、滨州泓瑞医药科技
有限公司、山东天禧牧业有限
公司姜楼分公司、滨州三元家
纺有限公司等15家企业未完
成污水排放口规范化整治项
目，其中市控3家，县控12家。

滨州媒体团参观京博控股沙盘。 本报记者 李运恒 摄

本报3月31日讯(通讯员 李
盛 记者 郗运红) 根据《山东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改
善劳动模范待遇的通知》要求，近
日，滨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改
善劳动模范待遇的通知。全国劳动
模范、省部级劳模及市级离退休荣
誉津贴每人每月增加100元。

根据通知自2015年3月23日文
件下发之日起施行，全国劳动模
范、省部级劳动模范享受的荣誉
津贴,按鲁政办字〔2014〕103号文
件规定的每人每月200元、180元标
准执行。1979年以前(含1979年)获
得上述荣誉称号的,在此基础上每
月再增加40元。市级离退休劳模
荣誉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60元。
年满60周岁以上的市级以上农民
劳模发放同等标准荣誉津贴。农
民劳模是指与任何企事业单位没
有劳动关系、从事农业生产、没有
工资收入来源的人员。

为保障劳模荣誉津贴发放到
位，要求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
团体的劳模荣誉津贴通过离退休
前工资渠道解决并负责发放。所
在单位确有困难的,由其主管部门
解决。无主管部门或主管部门无
法解决以及无单位落实待遇的,按
隶属关系由同级人民政府解决。

因企业停产而导致劳模失业
且符合就业条件的,由劳模所在地
政府帮助就业。市级以上劳模失
业,已参加失业保险且进行就业失
业登记的,按规定领取失业保险
金;已进行就业失业登记但未参加
失业保险或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
的,由所在地政府按当地失业保险
金标准给予生活补助,补助期限不
超过一年,具体办法由当地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门制定。

劳模荣誉津贴
每人每月增百元

博兴高架施工
半幅路面封闭

本报讯 自4月1日至7月底，
205国道博兴段高架桥往南900米
处，该路段因地下通道(乐安道)
施工，半幅路面封闭，届时道路通
行能力下降，需行经该路段的车
辆建议绕行周边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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