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事
2020年3月26日 星期四 编辑：李伟 美编：邵舒琨 组版：史英

C03新闻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文登农商银行：“输血+造血”，金融精准扶贫显“威力”

威海君江导电材料有限公司年产1000吨防静电材料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要求，特发布以下公告：

一、项目名称：威海君江导电
材料有限公司年产1000吨防静电
材料项目

二、项目简介
威海君江导电材料有限公司

年产1000吨防静电材料项目位于
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开发区办事
处文昌路66号A区13-1号，购置现
有厂房，不新建厂房，占地面积为
1 0 5 8 8 . 0 m 2 ，建 筑 面 积 为
2916 . 43m2。项目总投资6000万
元，产品主要是防静电材料，年生
产防静电材料1000t/a，其中：导电
云母粉年产量为500t/a，导电纤维
浆年产量为480t/a，碳纳米管年产
量为20t/a。

三、查阅拟建项目环评征求意
见稿方式及期限

目前本项目已编制完成《威海
君江导电材料有限公司年产1000
吨防静电材料项目 (征求意见
稿)》，为使本项目建设地点周边
3km范围内可能受影响的居民更
好的了解本项目，特发布此公告，
欢迎广大居民向本项目建设单位
及环境影响评价单位提出宝贵的
意见和建议。

公 众 可 登 陆 w h h p g s @
163 .com(密码：qixinhuanbao)下载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意见表》，或到威海君江导电
材料有限公司和威海齐心环保咨
询有限公司所在地址获取本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纸质版，自本公告之日起10个工作
日内，向威海君江导电材料有限公
司和威海齐心环保咨询有限公司

交《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
见表》，提交方式为信函、电话、发
传真或发送电子邮件。

四、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威海君江导电材料

有限公司
地址：威海市文登区开发区办

事处文昌路66号A区13-1号
联系人：许总
联系人电话：13869097261
五、承担环评工作的评价机构

介绍
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威

海齐心环保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威海市高技术产业开发

区丹东路82号
联系人：张总
联系电话：0631-5201699
威海君江导电材料有限公司

2020年3月16日

扶贫先扶智。文登农商银行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金融支持实
体经济和脱贫攻坚各项工作，创
新“银行+龙头企业(合作社)+贫
困户”精准扶贫模式，打出增额、
续贷、减费、让利、特批、快放六
记“组合拳”，不断提高金融扶贫
可持续性，目前，已发放扶贫类
贷款2 . 15亿元，带动建档立卡贫
困户脱贫4290多人，户均增收
1000元。

差异化信贷措施
持续精准“输血”

加强分析研判和监测预警，

针对精准扶贫新情况新问题，重
点加大对已建档立卡贫困户、小
额贷款农户、专业大户、家庭农
场的支持力度，打出减费让利系
列“组合拳”，对受疫情影响已经
逾期和即将到期不能还款的扶
贫小额贷款，主动与借款人沟
通，采取展期、续贷等方式对贷
款到期日进行合理延长，防止贫
困户因贷款逾期导致返贫情况
发生。对已出现困难的专业大
户、家庭农场和龙头企业，及时
提供无还本续贷、借新还旧等服
务进行无缝续贷，缓解还款压
力，助力复工复产，已办理续贷
11户，1 . 75亿元。积极投放“参农

贷”“鲁担惠农贷”“富民农户贷”
等专项“三农”贷款，加大对春耕
备耕的支持力度，新增春耕类贷
款509户，金额4234万元，其中“鲁
担惠农贷”2户50万元，“富民农户
贷”4户20万元，努力将疫情影响
降至最低。

创新性产业帮扶
持续激活“造血”

坚持以乡村振兴战略为引
领，以“丰登银保贷”为媒介，以

“银农直连”系统为支撑，聚焦农
村产业振兴，着力解决“扶贫信
贷资金缺乏承载主体”的问题，
充分调动农业龙头企业、专业合
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辐射带动作用，以利益联结

机制为纽带，通过流转土地、入
股分红、产品回收、吸纳就业等

“银行+龙头企业(合作社)+贫困
户”模式，把支持贫困地区特色
产业发展和带动贫困户脱贫有
机结合，已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18户1 . 29亿元，带动脱贫就业
1600余人。同时，加强电商平台运
用，将贫困地区农产品资源优势
与城市“菜篮子”“米袋子”有效
对接，切实帮助解决农产品“积
压、滞销、卖难”的问题，以产业
扶贫构建精准脱贫“造血”长效
机制。

激励性扶贫政策
持续深化“换血”

持续做好“扶志”+“扶智”，
把文化扶贫作为扶贫攻坚的关

键点，创新教育培训形式和手

段，加大线上教育、远程教育等

方式运用，努力打造农商银行教

育扶贫特色品牌，疫情期间开展5
场线上金融夜校、12期“送种植

知识下乡”、送温暖走访贫困户19
户 ,为贫困户传致富经、讲脱贫

道，引导思维“换血”，增强自我

发展能力。同时，通过58名挂职干

部实地走访村落、网上视频连线

等方式，依托872名农金员队伍，

加大金融扶贫特色产品、典型模

式的宣传培训、推广复制和移植

创新力度，对符合条件的典型，

实行“优先增额、优先受理、优先

满足、限时办结”激励性政策，做

到应贷尽贷、能贷尽贷，不断激

发脱贫致富的内生发展动力，持
续为精准扶贫注入金融“活水”。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李伟
通讯员 刘明超

老太走失五日

民警帮忙送回

本报文登3月25日讯(通讯员 周俊杰) 3月23日
晚上7时40分，宋村派出所接指挥中心指令称，一流浪
老太太独自坐在驻地一快餐店旁，希望民警能帮其找
到家人。

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往现场了解情况，老人上身
穿一件老式军装，下身穿深蓝色棉裤，短发，手里拿着
一个装满饭菜的快餐盒，正大口吃着饭菜。当晚，快餐
店的邵女士和家人正准备吃饭，突然听到有人敲门，
起身后看到一位老人站在门外不说话，只是一个劲地
指着他们的饭桌。邵女士就走进厨房拿出两个快餐
盒，分别盛了米饭和排骨、鸡肉送到老人手中，同时拨
打了报警电话。

民警了解后得知，老人自称姓倪，但具体住址却
说不清楚，她一会说是口子人，一会又说是大水泊人，
民警根据她提供的信息向大水泊派出所进行协查。7
时55分，经协查民警终于联系到了老人的丈夫徐某，
并确认老人是大水泊镇下河村人。小时候因为感冒发
高烧得了大脑炎留下后遗症，精神有些障碍。本月18
日傍晚，老人从家中出走，距今已经五天了。五天里，
徐某发动亲戚四处寻找都毫无音讯。

当晚8时35分，老人被民警安全送回家中。

本报文登3月25日讯(通讯员 周俊杰) 一位老
人手腕戴着定位器外出，扔掉定位器后迷路走失，丈
夫找了两天毫无线索，幸亏遇见好心村民报警，才在
民警的帮助下安全返回家中。

3月25日早上6时20分左右，宋村派出所接辖区居
民报警称：一位迷路的老人在村南蔬菜大棚区活动，
大棚区水井较多，容易发生意外。接警后，民警迅速赶
到现场了解情况。

到达现场后，民警看到一位年约70岁左右的老人
被村民拦在蔬菜大棚前。老人上身穿了一件红色羊毛
衫，下身穿着黑色裤子，脚穿一双棕色棉鞋，精神有些
恍惚。据现场村民反映，当日早上5时许，他们到大棚
采摘西红柿，到了之后就发现老人在大棚区内来回溜
达，刚开始以为是谁家的亲戚没在意，等他们采摘完
西红柿从大棚出来时，发现老人还在棚区内溜达就觉
得不对劲，于是将她拦下，一问才知道老人是迷路了，
于是报警求助。

得知这一情况，民警立即对老人展开询问，经询
问：老人自称姓蔡，丈夫姓于，是泽头镇人，其他一概
不知。看到这种情况，民警立即电话联系泽头边防派
出所落实老人的情况，很快，民警和老人的丈夫于先
生取得了联系。

原来，老人是泽头镇某村人，现年73岁，患有阿尔
兹海默症。3月23日清晨，老人趁于先生外出间隙偷偷
离家外出要去看孙子。于先生回家后发现上身只穿一
件羊毛衫的老人已经不知去向。想到现在昼夜温差很
大，于先生担心出现意外，赶紧四处寻找。寻找过程
中，于先生突然想起老人手腕上戴着儿媳给买的定位
器，于是急忙回家找出手机。由于慌乱，于先生一时忘
记了儿媳当初教的使用方法，摆弄了半天总算打开
了。于是，他就按照手机画面提示路线外出寻找。二十
分钟后，于先生在村东找到了老人扔在路边沟内的定
位器。为了不惊动儿女，同时也感觉老人也不可能走
太远，他就独自一人四处寻找，可是一找就是两天，还
是一点音信也没有，幸亏村民报警，失踪两天的老人
才顺利找到。

当日早上7时30分许，民警开车将老人送回家中。

文明祭扫 严防火灾

清明节是传统祭扫日，也是春季
护林防火的关键时间节点。往年，因

封建、违规、不当祭扫行为引发的火

灾案例时有发生，教训深刻。今年清

明又处疫情防控特殊时期，清明节安

全文明祭祀显得尤为重要。

一方面，今年1月13日，文登区政

府印发了《关于取缔封建迷信和超规
格殡葬用品的通告》，明确文登区范
围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制造销售
冥币冥纸等封建迷信殡葬用品和超
规格墓碑；禁止在公共场所抛撒冥币
冥纸，焚烧冥纸、遗物和其他丧葬祭
奠物品。为将通告要求落到实处，文
登区民政局、市场监管局和综合执法
局将组织联合执法，对违反通告行为

和个人依法依规处罚。
另一方面，今年清明节因防疫工

作需要，区殡仪馆、公墓暂停开放，针
对这一情况，区公墓管理服务中心开
通了文登网上祭祀服务平台(http://
59 . 110 . 48 . 181:8020)，市民朋友们
可以通过平台免费注册建立祭祀纪
念馆。在万陵园公墓购买墓穴的市民
朋友可以通过预留的身份证登录网
上祭祀服务平台，进行网上祭祀。清
明节期间，区殡仪馆、公墓将组织工
作人员开展集体祭扫。

清明祭祀应重于心而不拘于形。
为倡导文明祭祀、严防火灾发

生，文登区社会信用中心按照区委、
区政府工作部署，充分发挥信用体系
对违规行为的惩戒作用，依据《文登
区社会成员信用积分和信用评价管
理办法》，下发了《关于认真落实护林
防火、文明祭祀、豪华墓地整改信用

惩戒措施的通知》，重申明确相关信
用惩戒措施。在护林防火方面，针对

焚烧垃圾、枯草树叶或其他废弃物，

烧荒、串地堰等违规用火，分别给予

扣减信用分5-50分，引起严重后果的

给予信用等级降C级处理。在文明祭

祀方面，对扬撒纸钱冥币、出售封建

迷信用品、搞封建迷信、参与祭祀扫

墓有烧香烧纸、燃放鞭炮等不文明祭

祀行为，分别给予扣减信用分5-50
分。在豪华墓地整改方面，对不按规

定时间、不按标准拆除私建硬化超面

积大墓，新建立碑安葬墓穴面积和高

度超过规定标准，以及乱埋乱葬等违

法殡葬行为，分别给予扣减信用分50
-100分。另外，根据社会成员信用评

价办法，对于举报违规用火、不文明

祭祀等违规行为的个人，给予信用分

10分奖励。

加强信用体系建设 推进诚信服务
本报文登3月25日讯(通讯员 王

新红) 为进一步激励诚信行为，弘
扬守信精神，文登区泽库镇卫生院不
断增强全体职工崇信倡信、守信立信
观念，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按照《威海市文登区信用“进机
关”(医护人员、患者及家属)积分管
理试行办法》要求，泽库镇卫生院积

极响应，成立信用议事会，建立医护
人员信用档案，专人管理，按照科学
合理、职工公认的原则，对信用加分、
减分项目进行补充完善，完成与“海
贝分”的挂钩计算，及时录入、申报。

与此同时，文登区泽库镇卫生院
还组织召开专门会议，认真学习《威
海市文登区信用“进机关”(医护人

员)积分管理试行办法》。强化职业道
德、社会公德教育，教导大家遵纪守
法、遵守卫生系统行业规范，进一步
提高专业技术水平及优质服务水平，
要求全体职工把诚信建设摆在重要
位置，贯穿于各个工作环节，在全院
范围内逐步形成重信誉、守信用、讲
信义的良好氛围。

老人扔掉定位器走失，

警民合力送其回家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李艳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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