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 2015年1月29日 星期四 编辑：燕晓光 美编/组版：李冲

西部商品交易所——— 华北运营中心落户北海经济开发区

打打造造滨滨州州电电子子化化发发展展示示范范城城市市

C02 >>>> 今 日 滨 州

挂失

纳税人名称：邹平县邹
平镇鄢家微利商店。税号：
372330650213072MO，国税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丢失，声明
作废。

中国移动也能
做金融理财啦

本报讯 电商企业、第三方支
付以及银行、保险业做互联网理财
产品都不难理解，但你知道运营商
也在做金融、做理财吗？中国移动近
日就推出了一款“和聚宝”理财产
品。

银行账户上活期存款的利息很
低，差不多只有0 . 35%，活期存款可
随时取出或者在商户处刷卡消费。
但把资金转入和聚宝时，和聚宝就
会自动给用户购买一款汇富添货币
基金，此货币基金利率是银行的15-
20倍，收益陡增。也可以这么理解，
和聚宝是一个理财师，它从各种乱
瞎眼的理财产品中找出一款利益、
风险等综合质量评估俱佳的绩优股
做购买决策，然后就等着钱袋里的
钱生钱了。

与其它宝宝类产品类似，和聚
宝里的资金可申购专属货币基金产
品(汇添富货币基金)，用户即可享
受货币基金带来的高于银行活期利
率15-20倍的收益。在和聚宝中转入
1万元人民币，一年约能获得600元
左右收益。用手机浏览器登陆“百
度”，搜索“和包”，点击第一条进入
并下载“和包”客户端即可使用。

阳信县翟王镇
强化计生服务

本报讯 阳信县翟王镇以整改
落实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中梳理出的问题为契机，采取切实
措施加强计划生育干部队伍作风建
设，以优良的作风促进了计划生育
服务升级和工作开展。

着力提升干部素质。组织计划
生育工作人员大力开展职业道德教
育，开展人口计生法律法规、“单独
两孩”等生育新政策和相关知识培
训，很好地提高了计生人员的业务
素质和服务意识。

打通群众诉求平台。在各村设
立“人口计生意见箱”，推进计生政
务公开，努力构建阳光计生平台，积
极为流动人口育龄群众提供维权服
务。

严格落实工作机制。根据计划
生育工作的实际，完善了首问负责
制、限时办结制、群众来访接待制等
制度。计生办重要窗口设立AB岗，
落实一主一辅办事责任，确保岗位
不断人、办事不延误。

(韩娟 王康)

关爱女孩行动
发放帮扶资金

本报讯 为深入推进婚育新风
进万家，进一步转变广大群众的婚
育观念，促进计划生育工作。近日，
阳信县计生局对翟王镇魏家村、韩
桥村、南陈村3个村的30个一女孩和
双女计生家庭进行了帮扶，为每户
提供了4000元的免费帮扶资金。

通过帮扶，他们充分发挥各自
优势和技能发家致富，现都已走上
了畜牧养殖、铝合金加工、蔬菜大棚
种植的致富道路，同时吸收育龄妇
女就业100多人。通过这一行动，不
仅提高了女孩家庭的生活质量，而
且带动了其他育龄妇女就业，真正
让女孩家庭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温
暖。 (韩娟 王康)

春春节节亮亮化化节节俭俭为为先先突突出出特特色色
2月13日前，市城区要全面完成亮化任务

本报1月28日讯(通讯员
时燕 记者 王领娣 ) 28日
上午，市城区2015年春节亮化
工作会议召开。会议要求，此次
春节期间市城区亮化工作，既
要突出“厉行节约”的原则，又
要在布置的内容上要突出现
代、大气和特色，提升城区亮化
档次，美化城市夜景，营造喜庆
祥和的节日氛围。

为进一步提高滨州市城区
夜景亮化水平，营造欢乐、祥
和、喜庆、文明的节日氛围，
2015年春节亮化工作主要针对
市城区主要商业街区、城市主
干道、重要节点进行节庆夜景

气氛营造，重点对黄河五路、渤
海十八路、中海景区等道路两
侧的绿化带、建(构)筑物，以及
主要道路沿线重要节点进行夜
景亮化。

市城管执法局局长贾学刚
说，这次亮化的方式主要有：设
计风格要做到节俭、精致、典
雅，还要注重各类灯饰的协调
和搭配，提升亮化设施在白天
的景观效果；道路街景亮化主
要对路灯杆进行装扮，采用可
长期使用的、代表中国传统喜
庆符号的LED灯饰；黄河五路
要按照点、线结合的方式进行
亮化，除在道路两侧路灯杆悬

挂LED灯饰形式外，还要选择
沿线2-3处重要节点设置造型
灯具、光雕塑、灯光小品等亮化
设施；按照节能、环保、美观、可
重复利用的原则，灯具颜色和
灯型的选择要符合城市夜景照
明规划和节日气氛要求，灯具
要选用LED等节能环保光源。
确保在2月13日前，要全面完成
各自承担的亮化任务。

“要以主干道亮化为重点，
以道路两侧建筑物亮化为烘
托，以节点造型为点缀，形成多
层次展示节日欢乐祥和氛围的
灯饰立体景观，要突出厉行节
约的原则。”副市长王瑜说，避

免铺张浪费，不要求做到全覆
盖、遍地开花，而是要通过点上
重点布设，线上营造氛围，突出
精品意识。

除此之外，王瑜还强调，新
建亮化设施要采用节能环保、
结实耐用的新材料、新技术，使
今年拆除的旧灯具还可用于明
年的亮化，并将这种节能环保、
循环利用的理念延续到今后的
亮化工作中。“在亮化灯具的选
用上，要多沿用往年的旧材料，
选择低耗能、低造价的LED灯
饰，杜绝使用高耗能高造价灯
饰。同时，在布置的内容上要突
出现代、大气和特色。”

本报1月28日讯 (记者
谭正正 通讯员 王树成 )
28日，西部商品交易所——— 华
北运营中心签约仪式在北海
经济开发区举行。交易中心将
设立不少于10家服务机构，推
动滨州、山东乃至华北生产、
流通企业经营的电子化发展，
促进滨州电子化发展示范城
市的打造。

西部商品交易中心有限
公司、滨州北海科技城投资有
限公司、滨州北海经济开发区
管理委员会三方共同签订合
作协议书。根据协议规定，三
方本着平等互利、优势互补的
原则，坚持“政府监督、合法合
规、共建公司、共同经营、利益
共享”的合作理念，在滨州北

海经济开发区，共同打造西交
所华北运营中心。立足滨州
港，建设“一路一带一港口”现
货电子交易平台，开辟“网上
自贸区”，实现“陆海统筹、河
海 联 动 、路 带 结 合 、国 际 对
接”，将西交所平台优势转化
为推动滨州发展的外生动力，
促进北海现代服务业特别是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致力于电
子化示范城市建设。

三方立足北海经济开发
区，将陆续推出几十个现货品
种上市交易，成立交易中心，
打造几个国家级、国际级的品
种。建设产品交易中心、交收
中心、物流配送中心和管理中
心等四大功能的服务中心和
金融服务中心，形成全产业链

式大宗商品现货贸易服务，设
立不少于10家服务机构；立足
滨州港，建设“电子交易港”、

“数字金融港”，实现现代物
流、港前贸易、港前加工和港
前金融；建立20多个上市交易
商品(不少于30个现货商品)的
国家级交收库，并使之成为滨
州港的内地陆港和商品加工、
集散地；联合高校，在滨州北
海经济开发区打造“现代现货
人才培育基地”，成立“西交所
滨州商学院”，占领未来“人才
高地”，培养一大批掌握现代
电子交易手段的复合型人才，
打造“现代现货人才队伍”，为
全社会各行业输送未来的“桌
面”商人。

西部商品交易中心执行

副总裁李永鹏说，坚持“创新
促发展，合作求共赢”的理念，
立足滨州港，打造西部交易
所——— 华北运营中心，推动滨
州、山东乃至华北生产、流通
企业经营的电子化发展，实现
滨州及华北区域的龙头产品
的上市，逐步实现滨州成为华
北、全国乃至国际部分大宗商
品的价格形成中心、信息发布
中心、商品交易中心、物流配
送中心、金融服务中心和现代
服务业发展促进中心。将西交
所的平台优势转化为推动滨
州跨速发展的外生动力，促进
滨州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
性服务业的加速发展，促进滨
州电子化发展示范城市的打
造。

滨州首届名优土特产直销会商品(部分)巡礼

黄河龙将在现场推出
自己的三款主打产品：黄河
龙老酿坊1922、H9、五福珍
品，现场满购 2 0箱黄河龙
1922就可获赠苹果6手机一
部。

黄河龙1922价值768元
一箱，H9价值588元一箱，五
福珍品价值228元一箱。

1、买黄河龙抢苹果6！

芝麻酥糖是历史悠久的地方特产，
从清代咸丰年间流传至今，历经常立亭、
常宝庆、常云鸾、常祥军四代人百年的传
承，成为了享誉盛名的滨州名吃。2007年
10月，芝麻酥糖被列为滨州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

2、正宗常氏芝麻酥糖

想吃上营养、美味的有机小山羊肉
么？那就来年货大集吧！无棣军健冷藏有
限公司通过与农户签订长期购养合同，
经过四年的优胜劣汰和加工工序的改
进，生产出了有自己特色的鸿健有机小
山羊肉。

3、鸿健有机小山羊肉

在产业链模式下，新希望六和把最
专业的原料供应商，最优质的畜禽品种，
现代化的养殖方式，标准化的生产加工
模式，美味、营养的食品研发能力，和便
捷、温馨的销售模式有机组织起来，并同
产业伙伴一起，构建起一个人性化、高性
价比的产业价值网络，为广大人民提供
最优质的服务。

5、新希望六和禽肉4、购鲁花超值礼盒

2 . 5LX2的花生油礼盒139元，还有厨
房三宝、1 . 8LX4的花生油礼盒、橄榄油
礼盒、香油礼盒。在鲁花展区购满千元还
有精美礼品相赠。鲁花5S压榨一级花生
油精选优质山东大花生，采用鲁花独创
5S纯物理压榨工艺，靠物理压力将油脂
直接从原料中分离出来，全过程无任何
化学添加剂，保证产品安全、卫生、无污
染，天然活性营养不受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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