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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晒”预算，“减少”成主旋律

““三三公公””经经费费预预算算下下降降88 .. 8833%%

经山东省交通运输
厅批准，2015年3月25
日至2015年8月31日期
间，S239大济线埕口至
无棣县城段(K24 . 723-
K59 . 716)路面大修施
工，届时公路通行受
限，大中型客、货车
(校车除外)禁止通行，
请过往车辆按交通指示
标志绕行。

滨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滨州市公路管理局

公 告

本报3月19日讯(通讯员 许
晓光 记者 李运恒) 18日，滨
州市向社会公布了2015年市本级

“三公”经费预算总额及市直部门
的部门预算和“三公”经费预算。
记者从市财政局获悉，2015年滨
州市市本级财政拨款安排“三公”
经费预算总额为11326万元，比
2014年预算下降8 . 83%，其中：因
公出国(境)费293万元，公车购置
及运行维护费8370万元，公务接

待费2663万元。
据了解，近年来，滨州市市直

各部门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
《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
例》和国务院“约法三章”要求，大
力压减“三公”经费，努力降低行
政运行成本，取得了明显成效。从
公开情况看，2015年滨州市市本
级财政拨款安排“三公”经费预算
总额为11326万元，比2014年预算
下降8 .83%，实现了“三公”经费只

减不增,其中：因公出国(境)费293
万元，公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8370万元，公务接待费2663万元。
滨州市财政局工作人员介绍，市
直部门在各自门户网站上公开了
本部门的部门预算和“三公经费”
预算，无门户网站的部门在市政
府门户网站公开。

记者在中国滨州政府信息公
开网站上看到，滨州市档案局、滨
州市农业局、滨州市食药局、滨州

市质监局等部门于18日、19日相
继公开了各部门的部门预算和

“三公”经费预算。在滨州市公安
局、滨州市教育局、滨州市国土资
源局、滨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滨
州市规划局、滨州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各自部门的官方网站
上也可以看到各个部门的部门预
算和“三公”经费预算。2014年滨
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三公经费
支出预算表中显示，该部门公务

用车运行维修费为80万元，公务
接待费为25万元，总计105万元，
而在2015年该部门的“三公”经费
支出预算表中可以看到，公务用
车运行维修费为75万，较去年降
低了5万元，而公务接待费为7万
元，较去年降低了18万，总计为82
万元；2014年滨州市国土资源局

“三公”经费支出预算表中，公务
用车运行维修费为118万元，公务
接待费为57万元，总计175万元。

京京博博石石化化产产品品随随时时抽抽样样保保合合格格
在2012年、2014年两次获得省长质量奖提名

“地炼企业”

多集中在5市

“地方炼油厂”又被人们称
作“地炼企业”，这个概念是相
对于央企炼油厂而提出来的，

“地炼企业”发展起源于1998年
我国石油石化行业的宏观调
整，“在山东境内‘地炼企业’主
要集中于东营、菏泽、淄博、日
照和滨州5市，其总能力占全省
地方炼化产业的93 . 6%。”山东
京博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生产总
监崔宪峰介绍。

“此次‘3·15晚会’曝光了
劣质调和汽油的生产，涉及了
山东地区以化工厂名义甚至毫
无生产经营资质的汽油调和生
产企业。”崔宪峰告诉记者，山
东地炼企业的加工装置主要有
常减压、催化裂化、延迟焦化、
加氢精制、气体分离、MTBE，
部分企业还配套了催化重整、
烷基化、芳构化、异构化。而那
些调油商，没有以上生产装置，
只是进行简单的调和。

调和生产是

必须的生产过程

劣质调和汽油被曝光，把
“调和汽油”这个概念推上了风
口浪尖，山东京博石油化工有
限公司质量管理部经理王继芹
告诉记者，“调和生产是成品燃
料油的最后一道生产工序，是
成品燃料油科学的、必须的生
产过程。”

“在我们京博石化，从原油
开始经过一道道工序要生产加
氢汽油、重整汽油、MTBE等几
种组分油。”王继芹介绍，这三
种组分油的辛烷值都是不一样
的，包括央企炼油厂在内的多
生产的汽油也都是通过这几种
组分调和生产的，而区别仅仅
是根据不同的质量指标要求进
行了不同组分的调整。“我们生
产成品汽油不是简单的液体燃
料，我们现在做的是满足质量
标准的基础上，进行各烃类组
分比例的调整，更好满足我们
最终端的客户——— 发动机及环

境指标的的需求，让我们的燃
油与发动机完美的结合，降低
汽车的尾气排放。”

而3·15曝光的问题多为社
会上的调油商，主要是添加了
甲缩醛等组分，导致产品质量
出现异常。而在京博石化等一
些生产企业，3·15晚会上提及
的石脑油是作为重整装置的原
料，石脑油经过加氢反应器将
石脑油内的硫、氮、氯、氧经反
应脱出掉进入重整反应器，在
催化剂的作用下进行碳链重排
和环烷烃芳构化，生产出高辛
烷值、无硫、无胶质的重整汽
油，目前此产品的辛烷值能够
达到100。此也是生产高标95、
97、98号汽油辛烷值的贡献者。

不定期抽查

保障油品质量

博兴县质监局副局长周

力在采访中介绍，博兴县目
前有京博石化、永鑫化工两
家大型的地炼企业，以及100
多家化工企业。据了解，从 3
月16日上午开始，市工商局、
质监局、经信委、公安局等部
门，组成联合检查组到有关
县区和市属开发区，对辖区
内所有石油加工销售企业进
行拉网式检查，对检查中发
现的非法生产经营调和汽油
的行为将进行坚决查处和打
击。周力告诉记者，博兴县质
监局对于县城内的地炼企业
及化工企业一直有不定期的
检查，同时山东省相关部门
也 对 这 些 企 业 有 不 定 期 抽
查。“京博石化的产品在每次
抽样报告中都是很合格的，
同时企业自身的检验设备也
十分专业和齐全。在2012年、
2014年两次获得省长质量奖
提名奖。”

邹平县临池镇

做好计生服务

本报讯 今年以来，临池镇
计生办不断深化作风建设，坚持
多元服务，提高群众满意度，取得
良好效果。

该镇利用人口学校组织育龄
群众开展人口计生法律法规、优
生优育、奖励优惠、生殖健康等知
识培训；组织文艺宣传队宣传关
爱女孩、人口计生政策，倡导婚育
新风；全面公开计生政策、办事程
序、服务承诺等，确保群众的知情
权，实现计生政务透明化；积极转
变工作作风，坚持做育龄群众的
服务员、宣传员、娘家人、贴心人，
定期组织计生工作人员开展计生
服务上门活动，让被动管理的工
作方式转为主动服务。 (宋淑房)

央视3·15晚会曝光了山东省部分企业涉嫌非法生产调
和汽油问题，省质监局新闻通报中提及，被曝光的两家企业
山东垦利丰源化工有限公司、山东鲁深发化工有限公司均无
汽油生产许可证。在山东境内，地方炼油企业尤为之多，到底
非法生产的调和汽油与平时使用的合格汽油有何区别？17
日，记者来到山东京博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进行了采访。

本报记者 李运恒 王璐琪

全全市市备备案案小小饭饭桌桌数数量量达达116699家家
市食药监局欢迎各界对小饭桌经营不规范情况进行举报

本报3月19日讯(记者 王丽
丽 通讯员 潘人豪 刘君堂)

19日，滨州市食药监局公布全
市备案小饭桌名单。据市食药监
局数据显示，近两年时间，全市
备案小饭桌数量从102家增加到
169家。

据市食药监局最新数据显
示，目前滨州市备案小饭桌数

量为169家，其中滨城区79家，
开发区4家，高新区6家，沾化区
25家，阳信县11家，惠民县15
家，博兴县7家，邹平县32家，无
棣县6家。其中，规模最大的为
黄五渤七三中对面的泉香小饭
桌，就餐人数达210人。一般小
饭桌就餐人数主要集中在20
人—100人之间。

目前，全市小饭桌并不需要
办餐饮证，只是进行登记备案就
可以。申办小饭桌除必备的场
所、消毒设施外，还需要从业人
员的健康证，并经过食品安全培
训了解相关的食品安全管理制
度。

为规范全市校外学生“小饭
桌”经营秩序，保障学生校外饮

食安全，依照《山东省学生小饭
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暂行办
法》，市食药监局将全“小饭桌”
予以公告，以便学生家长选择。
如果“小饭桌”存在食品经营不
规范和其它食品安全隐患，请及
时投诉举报。

投诉举报电话：12331。名单

详见官方微信（qlwbjrbz）

邹平黄山街道

举办知识讲座

本报讯 为进一步领会新常
态下的“依法治国”精神，增强计
生工作人员的法律意识，黄山街
道计生办邀请法律专家举办了一
场普法知识讲座。

讲座针对新常态下的法治大
趋势、法治新特点，从计生工作日
常管理、证件办理、依法行政、廉
政建设等方面展开，重点围绕近
年来发生在计生系统的违纪案
例，以案说法，让计生工作人员从
中吸取教训，努力提高依法行政
的自觉性。举办讲座，受到了计生
干部的欢迎，大家觉得受益匪浅，
纷纷表示会带头认真执行计划生
育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开展各项
工作，为街道争创法治示范单位
献一份力量。 (李海涛 刘丽)

京博石化的控制室从原料进厂到产品产出都进行了严格把关
和监督。

大大师师齐齐聚聚滨滨州州 品品鉴鉴紫紫砂砂茶茶艺艺
本报 3月 1 9日讯 (通讯员

李本霞 记者 李运恒 )
19日上午，“2015滨州紫砂茶
艺文化品鉴交流会”在银座
商城中央公园店盛大开幕。
此次交流会由山东省邮政公
司滨州分公司主办，山东百
朝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协办。
此次活动让滨州的广大藏友

对紫砂有了更加近距离的了
解，据了解，文化交流会从19
日正式开始，共持续3天。

为了让滨州的广大藏友
更深层地了解紫砂文化，提
高鉴赏水平，本次活动隆重
邀请到了江苏省工艺美术大
师，国家研究员级高级工艺
美术师蒋彦 (蒋小彦 )先生及

其 弟 子 陈 瑜 、范 亚 平 、蒋 颖
娜、邵健等人，中国工艺美术
大师、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李
昌鸿亲传弟子、国家级高级
工艺美术师蒋永飞先生，实
力派艺人高菊生、沈顺明、纪
小锡、邵亚平、高语、姚君、钱
国华、钱静、朱勤伟、赵佳(排
名不分先后 )等。众多工艺美

术师亲临现场，广大紫砂爱
好者在赏壶品茗的同时，也
多了一次和壶作者交流的机
会。

另外，本次品鉴会也邀请
到了云南省普洱茶协会副会长
何建伟先生，他带着云南知名
茶企勐海兴海茶厂参加本次品
鉴会，以茶会友，共品茗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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