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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

中云街道办事处提高服务水平构建和谐计生
近年来，胶州市中云街道办事

处计生办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发挥
计生协健全的网络优势，全面落实
计生利益导向政策，传播婚育新
风，引导群众转变婚育观念，全力
构建和谐计生。

健全组织，完善制度。中云街
道办事处充分发挥计生协会联系、
宣传、动员和服务群众的作用，完
善了计生协会整套工作制度，实现
了计生协会工作的经常化、制度

化、规范化。为了更好的开展工作，
服务群众，各村居每年都对协会人
员进行调整，不断加入新生力量，
由能干事、责任心强的人担任协会
理事会成员，协会小组长都由热心
计生工作的育龄妇女担任。各村居
以会员小组为单位开展工作服务，
给群众提供致富信息，给予生活帮
扶，真正把“协会建在村上，活动落
实在组上，作用发挥在育龄群众身
上”的要求落到实处。

加强宣传阵地建设。开展多种
宣传服务活动。办事处投资20多万
元加强计生阵地建设，给全处32个
村居定制了人口计生宣传栏，给每
个居委会在显要位置绘制了精美
的计生服务彩绘画，打造高档次、
高标准人口文化长廊，在全处营造
了浓厚地人口计生氛围，有力地推
动了计生工作的开展。办事处计生
协会充分发挥宣传带动作用，利用

“5 . 29”协会会员活动日、“7 . 11”世

界人口日等重大纪念日，在全处开
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传播婚育
新风，推进移风易俗，积极倡导科
学、文明、进步的婚育观念。

加强计生优质服务。全面贯彻
“计生服务倾真情，服务群众360”工
作服务理念，着力加强计生优质服
务。办事处计生协会组织会员通过
入户、聘请专家讲课、开展义诊活
动等形式，积极宣传生殖健康和预
防出生缺陷等科学知识，为群众提

供健康等方面的咨询服务；大力开
展生育关怀活动，慰问困难计生
户，每位会员联系1-2户困难户，跟
进计生和生活方面的情况，给他们
送去贴心的服务，做到联系帮扶到
位；深入开展婚前咨询、孕期跟踪、
哺乳期和三随访等生殖健康系列
服务，及时满足不同年龄，不同需
要的群众需求，并按时为全处育龄
妇女进行免费健康检查，为患病妇
女送医送药。 (窦迎春)

品品好：健康饮食和安全食品的践行者
青岛品品好粮油集团始终把

饮食安全和健康放在首位，以健康
饮食和安全食品的倡导者和践行
者为己任，坚持科技创新和实施名
牌战略。品品好重视从原料采购和
加工，到营销、品牌化、渠道整个产
业链的建设。2011年，集团公司花生
油和小麦粉的产能均达到10万吨，
实现总销售收入7亿元，2012年集团
公司预计总销售收入达到10亿元。

品品好围绕当今市场需求，确
立了产品精深化、功能化、多元化
的发展策略，面粉方面主要包括专
用小麦粉，面包粉、饺子粉、糕点
粉、萨琪玛粉、油条粉、汉堡粉、春
卷粉、酥性饼干粉、蛋黄派粉等达
50余个品种，油系列包含有机花生
油、特香花生油、花生调和油、玉米
油等多个非转基因品种，以满足不
同消费者的个性需求。

精心选料建设有机基地

独享热榨臻典北方源宗

品品好粮油集团公司是山东
省最早通过“有机食品认证”的粮
油企业，在原料、生产、仓储能力都
极具优势。为保证优质原料的稳定

供应，精选北纬36度、东经118度地
区及邻近地区作为原料产地，在临
沂、菏泽等地，定向培育并精选优
质花生种子，按照有机食品的规范
进行田间管理和耕作，在生长过程
中不允许使用合成化肥、农药和添
加剂，不允许使用基因工程技术，
成果后集中采收集中储藏，使用独
特工艺压榨出来的纯天然、无污
染、高营养的食用油。

品品好有机花生油，不但适于
对生活品味要求较高的消费者日
常食用，更可用作商务礼品赠送上
级、长辈，体现出对健康的亲情关
怀。目前的食用油产品线，涵盖有
机花生油、特香花生油、特香花生
调和油、玉米胚芽油和大豆油共五
大品类26个常规单品。其中，有机
花生油是品品好食用油系列产品
的代表之作。

以质量铸造品牌

以品牌引领企业

百年名企，质量第一,逐步将品
品好打造成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
品品好粮油公司实行全员质量管
理，上下级齐抓共管，始终将产品

质量摆在日常工作的首位。公司率
先 通 过 I S O 9 0 0 1 、I S O 2 2 0 0 0 、
ISO14001、HACCP、有机食品等认
证，以TQM、TPM模式作为质量保
障的具体手段。品品好花生油采用
56层过滤技术，彻底去除黄曲霉毒
素、重金属离子等各类有害物质，
每批产品在出厂前，均需经过4道
共27个指标的全面检测、外加3次
抽检。只有全部通过检测的合格产
品，才允许进入销售环节；建成了
万吨恒温库，确保花生、小麦原料
一年四季保持新鲜，保持了花生、
小麦的营养成份和内在质量，实
现了产品合格率100%，用户满意
率100%的质量目标，为铸就品品
好品牌奠定了基础。小麦粉加工
采用9C新工艺，同时不断引进世
界最先进自动化设备，产品安全
等级和营养配比等关键指标均名
列行业前列，产品被授予“放心
油”、“放心面”、“中国农产品市
场畅销品牌”、“山东省著名商标”
等10余项荣誉称号。

品品好粮油公司，始终严格
执行的车间入口五步消毒法，作
为人员进入生产车间的必备手

续，使进入生产区的人员和物料
处于高度洁净状态，有力地隔绝
了外部污染源。

坚持科技创新

大力推进名牌战略

品品好集团始终把创建中国
优质食用油品牌作为奋斗目标，公
司经过近5年的科技攻关，成功地
独创了56层过滤技术和9C新工艺。
经权威专家评审，品品好的这一独
创工艺科技含量高，为提高人类的
生活质量做出了新的贡献。

品品好集团不断开发推广新
技术、新产品，重视技术创新，近年
来组织、参与了多个项目、产品的
研发，其中两项科技成果通过了青
岛市级科技成果鉴定，组织研发的

“营养麦麸膳食纤维制取技术”先
后获得了胶州市科技进步奖和青
岛市科学技术奖，并作为第一发明
人取得了7项国家专利。

贯彻产品质量法

成就社会责任

品品好从维护中国食用油战
略安全的角度出发。倡导国民“少

吃油、吃好油、吃放心安全油”，品品
好品管部从原料进厂到加工生产再
到产品出厂实行全程监控检测，做到

“不合格原料不进厂，不合格产品不
出厂”，并对销售出的产品建立销售
台帐，并建立一套完整的产品质量追
溯体系，做到对消费者安全百分百负
责。截至目前，即使不计人力物力的
投入，品品好仅在公益事业方面支出
的货币资金即高达1000多万元。

展望未来，品品好集团希望通过
自身的行动，在中国高高飘扬起一面
食品安全的旗帜。品品好由衷希望，
中国的食品生产和加工行业，能从每
一家企业、每一个个人做起，摒弃短
浅的经营眼光和缺乏责任心的经营
手段，为中华民族的食品业恢复声
誉、为中国制造的食品再一次通行世
界而努力。实现品品好人“产业报国，
惠利民生”的宏伟愿望。品品好，品出
生活好味道。“品品好粮油集团，向政
府、向消费者郑重承诺：品品好旗下
的所有产品，均保证其质量和营养符
合或者高于国家标准。品品好集团全
体员工，愿为中国国民的饮食安全和
健康，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本报记者)

“谢谢大家，我会战胜病魔的！”
滨海学院贫困女生身患癌症，全校师生为其募捐15万元手术费

本报9月13日讯(记者 李珍梅 通讯员 刘
志刚 刘志明) 8月底，青岛滨海学院贫困学生刘
蕊蕊查出患有癌症，几十万元的手术费愁坏家人。
学校师生得知后，在全校发起募捐，筹到15万余元
善款。目前刘蕊蕊已经转到省城医院治疗。

“谢谢学校老师和同学们，有你们的爱心支
持，蕊蕊一定会战胜病魔，重新回到学校上课的。”
9月10日上午，在青岛滨海学院三楼会议室，刘蕊
蕊的父亲接过全校师生募集的157135 . 4元爱心善
款，泪流满面。

刘蕊蕊来自菏泽郓城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
父母都靠种地、打零工维持生活。2010年，她考上青
岛滨海学院东方语言学院应用日语专业。刘蕊蕊
积极乐观、勤勉好学，每学期都能拿到奖学金，为
减轻父母的负担，她还在校内勤工俭学。然而，天
有不测风云，今年8月底，刘蕊蕊身体不适到医院
检查，最终确诊患有癌症。由于病情很严重，住院
才一周时间，她很快花光了家里的积蓄，几十万元
的高昂医疗费让原本拮据的家庭难以承受。当看
到愁苦不安的父母东拼西凑借钱的时，懂事的刘
蕊蕊多次要放弃治疗。

8月31日，得知刘蕊蕊患病的消息后，她所在
的学院师生在全校发起募捐倡议书。全校上下掀
起了一场情系危困学生的爱心大行动。与此同时，
同学们时刻关注着刘蕊蕊的病情，并通过微博、飞
信、QQ、贴吧等方式转发消息寻求更多的帮助：一
位滨海学院的毕业生在微博上看到消息后，特意
托人将钱送到学校；黄岛论坛贴吧吧主秋姐看到
消息后立即送来1000元钱……仅一周时间，同学们
为刘蕊蕊募捐到157135 . 4元爱心善款。

9月13日，记者得知，刘蕊蕊目前在山东省省
立医院接受治疗。刘蕊蕊的父亲说，学校老师和同
学的热情帮助和鼓舞，让女儿增加了同病魔抗争
的勇气。“闺女说一定会坚强面对，战胜病魔，回到
学校上课。”刘蕊蕊的父亲说。

青岛蓝天救援队救灾追踪>>

外面下大雨帐篷里下小雨
十几个小时吃不上一口饭

本报9月13日讯 (记者
吕璐 ) 1 3日是青岛蓝

天救援队到达灾区的第
二天，队员们一刻不停歇
地往来于各受灾点分发
物资、诊治伤员，连续忙
碌十几个小时都顾不上
吃一口饭。夜晚太累了，
大家顾不得帐篷漏雨、身
上潮湿，在雨中休息。

12日，在青岛蓝天救
援队到达灾区的第一天，
从早上5点到晚上9点，队
员们没顾得上吃一口饭。
当地居民为了感谢队员
们，特意送来生活用水。
因为当地一直下着大雨，
队员们需要整理物资和
安营扎寨，一直忙活到半
夜12点才休息。经过几天
的长途奔袭，难得有一个
可以躺下来睡觉的机会，
外面下大雨，帐篷里“下
小 雨 ”，不 顾 身 上 的 潮
湿，大 家 还是在 雨中休
息。13日5时15分，彝良县
和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
治县交界地区发生了3 . 1

级地震，余震让蓝天救援
队驻地的一处房屋倒塌，
青岛蓝天救援队队长李
延照和陈正宽马上排查
现场，幸运的是没有人员
受伤。

灾区的道路经常发
生落石、泥石流和山体滑
坡，往重灾区运送发放物
资十分困难，救援队员和
众多志愿者同心协力从
洛泽河镇、献鸡村再到簸
迤村分发物资，为了送物
资和诊治灾民，队员们跑
遍了所有的重灾区。

记者通过青岛蓝天
救援队后方队员了解到，
为了去簸迤村，队长李延
照和杨济民下午两点就
出发了，为灾民送去了急
用救灾包。当杨济民得知
一座山后还有一个受灾
很严重的村子没有人去
救助，他和队友来不及歇
脚，又向着下一个受灾点
进发。队长李延照和其他
志愿者留在簸迤村为 1 9

名灾民进行诊治。救援队员在搬运物资。（图片由救援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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