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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滨州市粮食局党委书记、局长刘学俭做客“中国滨州”政府网在线访谈

新收小麦价格预计高开稳走
文/片 本报记者 张凯 通讯员 王玮 周方正

放心粮油工程
进一步规范提升

网友“庙堂之高”：咱市的“放
心粮油工程”具体是什么？和居民
厨房工程是一回事吗？

刘学俭：2011年，在市政府工作
报告中，市政府将“放心粮油工程”
列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十大民心
工程”之一。今年，市政府将放心粮
油工程和居民厨房工程列入《政府
工作报告》96项目标任务之一，将

“建立健全城乡‘放心粮油’产品和
快餐食品供应服务网络，积极推进
主食工业化生产，为城乡群众提供

质好、安全、放心的粮油产品和主
食食品”作为年度目标任务。

2013年推进计划是：依托滨州
粮食仓储经济园区计划建设放心
粮油厨房工程便利店60家，市直和
有关县(区)增加放心馒头生产线4
条；在市城区规划建设快餐食品店
10处，中餐配送中心一处，水饺、馄
饨冷链加工配送车间一处，西餐加
工车间一处。进一步巩固规范全市
130家“放心粮油示范店”。

今年以来，为进一步规范提升
“放心粮油示范店”经营和服务水
平，市粮食局组织有关人员对全市

“放心粮油示范店”进行了3次抽
查，抽查放心粮油示范店45家，总

体情况良好。
今年上半年，全市实现放心

粮油销售量7 . 8万吨，销售收入
5 . 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 . 3%、
1 1 . 1%。这项工程实施以来，全
市粮食部门已投资200余万元，
带动社会投资1500余万元，建立
放心粮油销售网点3000个，创建
放心粮油示范店130家，配送中
心10个；创建国家级放心粮油加
工示范企业10家，省级放心粮油
品牌13个，全国粮食行业AAA级
信用企业4家，A级信用企业1家。

五大举措
确保夏粮收购

主持人：粮食收购马上就要开
始了。今年我市的小麦预产情况怎
样？

刘学俭：根据前期粮食部门的
预产调查，今年我市夏粮播种面积
预计358 . 9万亩，比上年增加12 . 3
万亩。目前我市小麦收割已进入尾
声，丰收已成定局，预计全市小麦
总产量可达165 . 8万吨，比上年增
加9 . 4万吨。

网友“黄河水浪打浪”：今年夏
粮收购有哪些政策？

刘学俭：为保护农民利益、保
障粮食市场供应，从2005年开始，
国家在粮食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
政策，我市执行最低收购价的品种
为小麦。2013年国家继续在粮食主
产区河北、江苏、安徽、山东、河南、
湖北6省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
2013年生产的小麦(三等)最低收
购价提高到每50公斤112元，比
2012年提高10元。

主持人：为做好今年的夏粮收
购工作，粮食部门将采取哪些措
施？

刘学俭：为做好今年的夏粮
收购工作，切实保护粮农利益，
全市粮食部门按照省政府、市政
府的通知要求及省粮食局的安
排部署，采取有力措施，认真做
好夏粮收购。

一是不折不扣执行好国家粮
食收购政策。严格执行“五要五不
准”的收购准则(要及时启动预案，
不准坑害农民；要做到随到随收，
不准为难农民；要坚持公平定等，
不准算计农民；要准确过磅计量，
不准克扣农民；要坚持现款结算，
不准折腾农民)。加强对夏粮市场
价格的跟踪监测，一旦市场价格水
平达到预案启动的条件，要及时按
规定程序启动预案，保护种粮农民
利益。

二是引导各类粮食主体积极入
市收购。要坚持政策性收购与市场
收购“两手抓”，充分发挥国有粮食
企业主渠道作用，按照“有效收购，
灵活经营”的原则，主动作为，实行
委托收购、指定收购、轮换收购、代
购代储等方式，多收粮，收好粮。指
导和督促粮食收购企业强化为民服
务的意识，改善服务方式，开展便民
服务活动，让售粮农民卖“放心粮”、

“舒心粮”，不让农民卖“过夜粮”。
三是切实做好收购业务准备

工作，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四是协调落实好收购资金，主

动做到早测算、早申请、早落实。
五是认真履行市场监管职责，

严厉查处各种违法违规行为。粮食
部门要切实转变作风，深入基层检
查指导收购工作，确保全市粮食收
购工作顺利进行。

小麦价格
仍将以稳为主

网友“骏马奔腾”：刘局长，我
们老百姓对粮价很关心。我市当前
粮食市场价格怎样？

刘学俭：目前，我市小麦收购
价为2 . 56元/公斤，出库价为2 . 60
元/公斤，与年初小麦市场价格相
比略有下降。收购价较年初2 . 60
元/公斤下降0 . 04元/公斤，降幅
为1 . 6%；出库价较年初2 . 65元/公
斤 下 降 0 . 0 5 元 / 公 斤 ，降 幅 为
1 . 9%。

按照往年惯例，新麦上市前
陈麦价格出现下降是正常的。主
要原因是，5月底前为新麦收购
做准备，部分存粮企业将腾仓出
库回笼资金，再加之国家政策性
小麦投放维持高位，市场上小麦
供给比较充足。在小麦需求方
面，由于气温升高，面粉市场消
费需求进入淡季。虽然制粉企业
在新麦上市前一般会适量增加
一些陈麦库存，但在市场供需相
对宽松的大环境下大量采购的
几率不高。供大于求，致使小麦
价格下降。综合分析，陈麦价格
走势仍将以稳为主。

随 着 新 麦 上 市 的 日 益 临
近，市场对陈麦的关注度将会
降低。但由于新麦有一定时间
的后熟期，并不能即时投入加
工，陈麦依旧会在市场流通。估
计在“新陈共存”的日子里，陈
麦价格仍将会以稳为主。今年
新收获小麦收购价格将会以高
开稳走为主。国家最低收购价
格的提高，对小麦市场价格起
到了提升作用，并且农户对新
小麦收购价格存有较高的心理
预期，因此新麦收购价格呈高
开的几率较大。但总体上看，小
麦价格走高的空间有限，总体
趋势仍将以稳为主。

去年以来，全市粮食部门紧紧围绕保障粮食安全、服务全
市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中心任务，抓调控、保安全，抓执法、稳市
场，抓服务、惠民生，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6月
20日，滨州市粮食局党委书记、局长刘学俭做客“中国滨州”政
府网，围绕“放心粮油工程”、夏粮收购、粮食市场价格等问题与
广大网友在线交流。

全市上半年共破获19起

制售伪劣食品刑事案件

本报6月27日讯 (记者 李运恒
通讯员 贾钧芳) 近日，市政府

按照省食安委的部署，及时下发了
《关于开展“打假治违”食品安全大
检查行动的通知》，全面安排部署食
品安全大检查行动，由市直部门成
立8个督查组，对县区611家企业进
行随机抽查，落实整改。

27日上午，滨州市2013年食品
安全工作督查情况的通报会在市政
府召开。据统计，大检查行动期间，
全市共出动人员 1 5 4 3 3人次、车辆
4180辆次，排查食品单位23780家。
目前已整改隐患1653个，绝大多数
问题得以解决。

其间，各部门监督抽检各类食品
品种330个、1668批次，总体合格率
9 9 % 以 上 ；发 现 并 查 封 问 题 产 品
10697 . 9公斤(其中不合格饮用水5280

公斤 ,猪肉2500公斤，假羊肉2500公
斤、病死鸡650公斤)，药物50瓶、100

支。依法查封了阳信县5家制售“假羊
肉”的黑作坊，抓获犯罪嫌疑人6人，
查获涉案问题“假羊肉”2 . 5吨，检察
机关对阳信县畜牧局涉嫌失职渎职
的3名工作人员依法刑事拘留。上半
年，共破获制售伪劣食品刑事案件19

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25人，打掉
制假售假“黑窝点”“黑作坊”22处，涉
案货值近5000万元。

同时，今年以来，全市着重开展
了“违禁超限”、“假冒伪劣”和农产
品源头治理、畜禽产品、食品生产加
工领域、食品流通领域、餐饮安全等
七大类专项整治行动。

今后，全市将在省食安办的指
导下，结合实际深入扎实开展好食
品安全各项工作，强基层，打基础，
全面提升保障水平，突出重点，切
实解决滨州市食品安全领域存在
的突出问题和矛盾，彰显市委市府
维护食品安全的坚强决心，使广大
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实实在在的
成效。

滨州经济开发区科技创新和人才大会召开

三名泰山学者各获20万元奖金

市市粮粮食食局局党党委委书书记记、、局局长长刘刘学学俭俭。。

三名泰山学者获得20万元奖励(从左到右依次为范冢建兴、高三阳、洪君)。

本报6月27日讯(通讯员 赵
清华 王涛 记者 王晓霜)
27日上午，滨州经济开发区科技
创新和人才大会召开。记者在会
议上了解到，近年来，开发区一
直对为科技创新做出贡献的人
才“求贤若渴”，今年更是设立了
1500万元科技创新和人才创业
专项基金，争取做到“引得进、用
得好、留得住”人才。

会上对为滨州经济开发区
科技创新做出突出贡献的三名
泰山学者进行了隆重奖励，现场
每人获得20万元奖金。他们分别
是绿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特聘
研究员、滨州畜牧兽医研究院副
院长、滨州市首位海归博士后、
日本神户大学医学博士高三阳，
山东超越地源热泵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加拿大枫叶能源副总
裁洪君，渤海活塞股份有限公司
外聘专家、日本五十铃中央研究
所主席研究员范冢建兴。

近年来，滨州经济开发区上
下实施“科技兴区”和“人才强
区”战略，科技创新水平不断提
高，去年开发区科技进步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55%，标志
着开发区科技事业发展水平和
区域创新能力迈上了新台阶。

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滨州
经济开发区将围绕“产值过千
亿、创建国家级开发区”的目标，
更大力度地抓创新，更高层次地
引人才，力争科技进步贡献率今
年达到60%，2016年达到68%，建
成集“区域集合创新、行业联盟
创新、企业自主创新”于一体的
创新型开发区。要在产业优化升
级、加强创新载体建设、构筑创
新人才聚集高地等方面做文章。

其中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力争到2016年，全区高新技术企
业达到10家以上。用2-3年时间，
培植一批年销售收入过亿元的
高新技术企业，着力打造多家年
销售收入超10亿的支柱产业，形
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并支持有条
件的企业积极创建省级以上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
心、重点实验室和院士工作站、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下一步，滨州经济开发区将
把重点放在引进人才、留住人才
方面，努力开创一个“人尽其才、

才尽其用、用当其时、人才辈出”
的局面。今年开发区要进行第二
届人才招聘，面向国内外为区内
企业招聘15名高级职业经理人，
带动一批好项目、好企业落户开
发区；并开通引进人才的“绿色
通道”，通过借用、聘用、兼职等
灵活多样的形式，全方位、多渠
道吸纳优秀人才和智力资源。继
续开展“万人培训工程”，还要充
分发挥1500万科技创新和人才
创业基金的引领带动作用，为各
类科技人才提供创业的机会、干
事的舞台和发展的空间，让优秀

人才脱颖而出。
另外，放宽准入条件，鼓励

开发区内外各类法人和科技人
员以技术等生产要素作价出资，
或以收购、兼并、参股等形式对
本区企业实施资产重组，创办各
类科技型企业。滨州开发区各级
人员要为人才成长、创业当好

“后勤部长”，帮助解决在家属调
动、子女入学、社会保险等实际
困难上下功夫，让他们在经济上
有实惠、政治上有荣誉、社会上
有地位，真正做到“引得进”、“用
得好”、“留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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