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3城事2017年2月28日 星期二

编辑：李璇 组版：郑文

本报聊城2月27日讯(记
者 邹俊美) “三八”国际
劳动妇女节来临之际，为了
倡导更加积极的生活态度
和职业精神，激励广大女性
爱岗敬业，发挥创造智慧，
以自身的职业成就更多地
奉献社会，赢得社会各界对
职场女性的广泛关注与支
持，进一步落实男女平等的
基本国策，同时选树典型、
宣传先进，传播职场魅力女
性榜样的力量，由齐鲁晚
报·今日聊城、聊城韩美整
形美容医院联合推出“2017
聊城职场魅力女性”大型评
选活动。

男女平等已经是当前
社会的共识，在生活、工作
和受教育上，女性都享有公
平、平等的待遇。女性得到
越来越多的尊重。即使在
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也
被极大弱化。女性群体在

社会和家庭中都扮演着重
要的角色，在社会快速发
展、环境不断发生变化的
今天，女性的工作、生活、
价值观等也在不断的发生
转变，她们在拥有更多发
展空间的同时也面临着巨
大的压力和挑战。如今在
全市社会各界有很多闪亮
的女性，她们用自身的魅
力改善和影响着周围的环
境。伴随着当今信息社会
的发展，广大女性在社会
和家庭中都扮演着越来越
重要的角色，为家庭幸福，
为社会和谐，为政治稳定
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职场中，女性得到越
来越多的机遇和晋升的机
会，越来越多的女性从事着
更为重要的职务。她们在工
作中表现出一种自立自强
的姿态，她们兢兢业业，不
怕苦不怕累；在思想上，她

们积极进取，自强自立，用
坚韧和顽强为社会贡献着
自己的光和热；在形象上，
她们衣着得体，自然时尚；
在家庭生活中，她们也不失
温柔贤惠。

一个魅力十足的女性，
是日常生活篇章的主题、亮
点和名片。由齐鲁晚报·今
日聊城主办、聊城韩美整形
美容医院冠名的“2017聊城
职场魅力女性”大型评选活
动作为聊城全市性的女性
榜样评选活动，不仅是一次
展示当代女性榜样风采、成
就与魅力的盛典，通过这次
活动，相信她们自尊自信、
自立自强，必将激励着更多
女性及身边每一位热爱生
活的人们。

即日起，本报面向全市
寻找各行各业女性典型，如
果你身边有这样的女性，欢
迎推荐，同时热烈欢迎自

荐。
评选标准：身心健康，

具有自尊、自信、自立、自强
的时代精神，品德高尚，无
私奉献，在所从事的职业上
有所成就，具有责任感和爱
心、对社会发展起到积极作
用。

报名时填写姓名、电
话、年龄、工作单位、职务、
事迹简介，生活照一张。

报名方式：可以微信搜
索齐鲁晚报微信公众平台：
qlwbjrlc，在下方“魅力女性”
菜单，点击报名，提交后，报
名成功。

报名时间：2月28日至3
月1 6日，网络人气投票时
间：3月17至3月23日。

奖项设置：一等奖：1
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6
名；优秀奖：25名。

咨 询 电 话 ：
18606358545。

聊聊城城职职场场魅魅力力女女性性评评选选活活动动启启动动
展示当代女性榜样风采，聊城韩美整形美容医院特别支持

本报聊城2月27日讯(记
者 邹俊美 通讯员 魏
晓倩) “三八”国际妇女节
是宣传男女平等基本国策，
展示妇女事业发展成就，展
现女性时代风采和激励妇
女创业创新的良好契机。聊
城市妇联在三八妇女节期
间，举办系列活动。

记者从聊城市妇联获
悉，今年的“三八”纪念活
动，要突出六个重点：突出

学习宣传党的十八届六中
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突出男女平
等基本国策和妇女儿童“十
三五”规划宣传，突出家庭
文明建设，突出巾帼创业创
新，突出网络及新媒体运
用，广泛开展群众喜闻乐见
的宣传教育活动，积极投身
科学发展、跨越发展的伟大
实践。

聊城市妇联在“三八”

节期间开展形式多样的送
温暖、献爱心、促发展、创和
谐的活动，使“三八”国际妇
女节真正成为让广大妇女
群众深切感受党和政府关
怀以及妇联组织温暖的节
日。

具体活动为：召开纪念
“三八”国际妇女节107周年
暨聊城市妇女工作表彰大
会。表彰市城乡妇女岗位建
功先进集体、巾帼建功标

兵、巾帼文明岗、大姐工坊
等；召开妇女儿童发展“十
三五”规划新闻发布会；联
合有关部门启动聊城市就
业春风行动；举办反家暴培
训会、大型集中宣传等妇女
维权周系列活动；开展救助
贫困母亲、关爱留守儿童等

“学雷锋·巾帼志愿者在行
动”志愿服务活动；开展“水
城女性大课堂”系列公益讲
座。

市市妇妇联联举举办办系系列列活活动动庆庆祝祝三三八八妇妇女女节节

本报聊城2月27日讯(记
者 邹俊美 通讯员 王
晓文) 27日上午，乖宝宠物
食品集团举办了麦富迪个
性化定制项目启动仪式。据
了解，此项目为全国首创，
客户通过手机app、微信公
众平台等，可以定制宠物专
属食品，还可以把自己宠物
的照片、姓名、年龄等信息
制作到包装袋上。

这是一个不断涌现伟
大商业奇迹的时代。那些大
胆的创新，是伟大企业之所
以伟大的前提。一直推崇全
球视野，持续创新的乖宝宠
物食品集团，又出大招了。
推出全国首个宠物食品个
性化定制项目。在全国率先
推出私人订制手机app，同
时微信公众平台和网络同
步推出此项目。客户可以通
过手机或网络，点击自己宠
物需求，比如有的宠物。

“随着时代的发展，宠
物不再食用剩菜剩饭的，但
工业化大生产，能满足宠物
的需求吗？不同的宠物嘴型
不一样，比如金毛、牧羊犬
的嘴比较长，哈皮则是短嘴
型，不同品种的狗狗牙齿咬
合方式也不同，它们对食物

颗粒的要求也不同。通过十
年的研究，我们发现不同品
种、不同生长期、不同生长
环境的猫猫狗狗，对营养需
求有很大的差异，统一标准
的宠物食品，已经无法满足
每一只宠物的个性需求。这
些说明，宠物食品的个性化
定制势在必行。”乖宝宠物
食品集团总裁秦华说。

秦华介绍，每只宠物的

营养需求差别很大，麦富迪
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探索，
把大规模生产，转为个性化
定制。“但当时我们所面临
的困难是在行业内还没有
任何先例可以借鉴，传统的
定制环节太繁琐，需要等待
的时间太长，消费者需要简
单、快速的定制。互联网+的
大风潮下，我们大胆提出一
分钟下单三天到手的私人

定制。我们还为客户还提供
一对一的专家服务，有的人
新买一只宠物，不知道如何
饲养，我们的专家可以一对
一的指导。”

秦华说，麦富迪私人定
制成本高，但由于省去了中
间流通环节，从工厂直接到
达消费者，保证产品的新
鲜，更能给消费者带去物超
所值的宠物食品。

手手机机一一点点就就能能为为宠宠物物定定制制所所需需食食品品
乖宝推出全国首个个性化定制项目

私人定制出个性化宠物食品，包装袋上还有宠物的照片和信息。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本报聊城2月27日讯(记者 杨
淑君 通讯员 邹宁) 近日，全市
H7N9和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视
频会议召开。会议主要任务是贯彻
落实2017年全国H7N9和重大动物
疫病防控工作视频会议精神，全面
部署今年聊城H7N9和重大动物疫
病防控工作。

会议指出，今年全市动物疫病
防控要重点抓好五项工作。狠抓将
于5月1日实施的《山东省动物防疫
条例》宣贯。狠抓牲畜布鲁氏菌病防
控。狠抓小反刍兽疫防控。狠抓动物
疫病区域化管理。狠抓病死畜禽无
害化处理长效机制完善。

聊城市畜牧兽医局局长王绍军
强调，2017年将以推进畜牧业供给
侧改革为主线，以建设现代畜牧业
示范市为目标，全面提升产业化、组
织化、规模化、标准化、绿色化水平，
积极实施“11155”工程，全面加强畜
牧兽医科技和信息化建设，认真做
好产业扶贫，加强质量安全监管，确
保不发生重大动物疫情。以发展主
导产业为基础，着力提升产业化水
平。大力实施“11155工程”，积极推
进肉驴养殖工程。全力促进产业融
合。以重点项目为支撑，着力提升组
织化水平。抓好畜牧重点项目建设，
鼓励发展新型经营和服务主体。以
信息化为引领，提高科技化水平。切
实做好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和畜产品
质量安全监管，提高安全化水平。同
时还要做好畜牧绿色化工作和产业
扶贫，抓好畜牧行业队伍建设。

五大举措做好H7N9

和重大动物疫病防控

本报聊城2月27日讯(记者 邹
俊美) 聊城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动
植物检验检疫科科长王晓文告诉记
者，从乖宝2007年第一批产品走出国
门，到现在坐拥7亿资产，他们一路见
证。她说，宠物食品是聊城特色出口农
产品，2016年出口货值7315万美元，同
比增长48%，出口数量、质量均居全国
前列。为了更好的为企业服务，聊城检
验检疫局也费了不少心思。

王晓文说，检验检疫局坚持打
造“三最”口岸。围绕“速度最快、服
务最好、费用最低”的要求，对出口
宠物食品企业实施分类管理，加快
通关放行速度，降低企业通关成本。
通关时间由2个工作日缩减至0 . 5
个工作日，宠物食品实验室检测平
均时长同比缩短12 . 21%，企业通关
成本降低10 . 58%。

据了解，除了常规检验检疫工
作外，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还帮扶
企业发展。企业进出口过程中碰到
难题时，会给予帮扶，帮助企业打破
国际贸易技术壁垒，将技贸措施研
究成果转化为企业生产力，保证了
宠物食品能够持续满足进口国要
求。在此基础上，积极推荐企业获得
国外注册，指导企业先后获得美国、
加拿大、欧盟、日本、俄罗斯等国家
的准入资格，拓宽国际市场。

王晓文说，聊城检验检疫局还
帮助企业培训人员，指导企业体系
建设。检验检疫局在政策上也给予
企业帮扶，为聊城宠物食品行业的
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

聊城检验检疫局还运用风险矩
阵数学模型对出口宠物食品进行风
险评估，并针对不同的项目风险和
产品风险，制定风险管理措施，提高
了出口宠物食品监管的有效性。

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助力乖宝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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