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雯雯雯雯进进移移植植舱舱，，再再拉拉孩孩子子一一把把
惠民“田原小毛驴”爱心总动员，1200余元捐款送到由佳雯舅妈手中

盐产品搭电商
快车助力营销

本报4月14日讯(通讯员 孙栋)

为顺应互联网发展趋势，助力盐
产品推广宣传，无棣盐业公司于
2015年1月19日成立网销中心。

据了解，网销中心全面布局网
上销售渠道，开通了无棣盐业淘宝
店铺，新上洗化盐、热敷盐等产品15
款；开通微信公众号，关注人数达60
人，推送文章69篇，成为盐产品、盐
知识宣传的重要渠道；开通微店，实
现网络渠道全覆盖。同时网销中心
发展分销商，与无棣心梦缘、无棣精
盐厂等5家淘宝店铺签订代发货协
议，共同开展网上销售业务，宣传盐
产品，打开网络销售渠道，提升顾客
对盐产品的认知度。

网销中心在与分销商合作的
同时，做好客户信息记录，初步建立
起客户档案，现有客户记录105人，
并与韵达快递达成合作，每单最低
配送费用仅有5元，快递配送成本降
低60%，极大的降低了运营成本，保
证了最后一公里优质的配送服务。

目前，互联网发展进入多屏化
竞争的阶段，各大互联网平台客户
争夺战愈演愈烈，对网络线上产品
销售的要求也越来越多，在顺应互
联网发展趋势的同时，网销中心也
面临着互联网带来的许多挑战。面
对盐产品线上销售范围小，覆盖面
窄的现状，如何进一步打开盐产品
线上销售渠道，让盐产品在线上充
分发挥活力和竞争力是网销中心
不断研究和努力的方向。

本报4月14日讯(记者 王
丽丽) 对于普通的员工，发工
资前，或许正是最拮据的时
候，但是，惠民县田原小毛驴
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却在这时
候自发形成了一场爱的募捐。
在经理盖佃会的号召下，全店
捐款1200余元，并于14日交到
由佳雯舅妈手中。

公司代表耿龙娟告诉记
者，确切得知由佳雯的故事是
在四天前。“孩子很懂事，并且

多才多艺。家长救孩子不惜牺
牲一切的决心都深深感动了
我们。”

“大部分捐款的是店长出
的。我们正常 2 0多号才发工
资，但得知由佳雯的病情不能
等，我们店里所有工作人员也
都拿出了一部分，虽然不多，
但也算我们的一份心意，希望
能尽微薄之力帮帮孩子。”耿
龙娟告诉记者，“由于大家都
是现金捐献，我们又联系不到
由佳雯的家人，就想通过齐鲁
晚报替我们转交。”

当天，记者就联系到由佳
雯的父亲，并最终由佳雯的舅
妈代其收下了来自田园小毛

驴的1200余元善款。
“孩子昨天哭了，她看到

这些照片问我，爸爸怎么这么
瘦了！孩子已经半年没见父亲
了。”14日上午7点多，由佳雯
的妈妈程芳芳在朋友圈里这
样写到。

“医院通知要准备50万至
70万元，这包括由佳雯骨髓移
植的手术费用以及手术结束
后期住院治疗所需费用。”

记者了解到，由佳雯前期
手术费用需要30余万元，目前
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已基本
凑齐。本周，由佳雯也已转入
移植舱，为骨髓移植做准备。
等前一患者治疗结束，由佳雯

就可以进行骨髓手术了。但手
术后二三十万元的治疗费还
需大家伸以援手。

希望社会上的好心人能
参与到帮助由佳雯的爱心接
力行动中来。尽一己之力，挽
救一条年轻可爱的小生命。帮
由佳雯早点站起来，与家人团
聚。

由佳雯母亲程芳芳农行账
号：6228 4818 4819 0527 078

开户地址：惠民县农行百
货商场分理处

程芳芳电话：18054355953

或直接到齐鲁晚报今日滨
州办公地点捐献 地址：黄十
渤九锦城大厦八楼记者部

滨滨化化集集团团建建环环保保设设施施竖竖防防沙沙网网
滨城区环保分局也表示将进一步加大执法巡查力度

本报4月14日讯(记者 李
运恒) 8日本报以《学校天空只
有雨后是蓝的》为题，对滨州市
北镇小学与化工厂比邻而居，
学生、家长及老师对学校周围
环境倍感担忧进行了报道，当
天滨城区环保分局官微也发布
消息称将进一步加大执法巡查
力度，14日滨化集团也给本报
送来一份学校周围环境的反馈
调查。

有网友称北镇小学为“烟
囱下的小学”，因学校周围不时
的酸臭味，以及灰尘笼罩而变
得乌蒙蒙的天，影响着学生的
上学环境，也困扰着学生家长
及老师。8日经本报报道后，当
天滨城区环保分局就在其官方
微博刊出了相关调查情况：“经
查，微博反应的主要是滨州滨
化热力有限公司的大气污染问
题。对此环保分局加大执法力
度，责令企业切实加强管理措
施，确保实现稳定达标排放。目
前，该企业烟气脱硫、脱硝设施
都已经建设完成投入运行，实
现了达标排放。煤场安装了防

沙抑尘网，避免了扬尘污染问
题。”同时滨城区环保分局还表
示，将进一步加大执法巡查力
度，督促企业治理设施稳定运
行，达标排放。对超标排放行为
实施铁腕执法，坚决杜绝污染
周边环境。

14日，滨化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也将一份调查情况反馈送
至本报，情况调查中表明，公司
环保部相关人员对北镇小学周
边环境进行了实地调查了解，
北镇小学周围确实有不少工业
企业，包括正大染坊、天鸿热
电、滨化热力等，还有数家不知
名的小企业。

调查反馈中还提到，北镇
小学距离滨化集团的下属公司
滨化热力西厂界较近，但是热
力公司配套建设有静电除尘、
脱硫、脱硝等完善的环保设施，
能够实现环保设施的稳定运
行、污染物达标排放，并且安装
了与国家、省、市环保部门联网
的烟气在线监测系统名环保部
门能够即时监控烟气排放情
况。滨化热力排放的污染物主
要包括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以
及烟尘等，这三种污染物并没
有酸臭味，并且这三种污染物
经过静电除尘、脱硫、脱硝等环
保设施处理后，均能实现达标

排放。同时，为了减少煤场煤尘
污染，公司投入200余万元建设
了全长881 . 85米的挡风扬尘
网，并在煤场内安装了30多个
降尘喷头。

滨化集团还表示，要积极
履行社会责任，尽最大努力减

少污染物排放，加大环保费用
投入，同时，根据《滨州市城市
供热专项规划 ( 2 0 1 2 - 2 0 2 0
年)》，滨州市将建设东郊公共
供热中心项目，该项目建成后，
将远离北镇小学，进一步改善
学生的就学环境。

本报4月8日关于“烟囱下的小学”的相关报道。

““军军人人””街街头头摆摆摊摊叫叫卖卖军军鞋鞋
市军分区工作人员称卖军用品无论真假都是违法行为

本报4月14日讯 (记者 郗运红
刘哲) 近日，在渤海八路黄河三

路至四路之间有三位自称为“军人”
的人在街头摆摊卖军鞋、军袜等军用
品。14日，记者电话连线滨州市军分
区工作人员称，所有军用品都不允许
买卖，街头买卖军用品无论真假都是
违法行为。

13日，记者在黄三渤八交叉路口
转弯处看到，有三位身穿灰绿色迷彩
服、皮肤黝黑、体格健壮的“军人”站
在街头摆摊卖军用品。走进观看他们
的衣服上均未佩戴肩章也没有发现
臂章标识，自己脚上也未穿着买卖的
军鞋，都穿着普通布鞋和皮鞋。只要
有行人经过他们都使劲叫卖。

他们的摊位非常简易，在一个塑
料袋子上分开摆放着两堆军袜有棉
有单，周围摆放着一些棉军鞋，在台
子上还有一摞鞋盒上面是单军鞋。

“军鞋便宜卖了，过来买纯皮的军
鞋。”一位“军人”正在叫卖着。听他们
口音并不是滨州本地人，他们自称是

河南人和东北人，在滨州某部队服役
已经2年了。这些军用品是部队库存
积压下来的，这几天专门请假出来处
理的，买完的钱还要上交领导。“库存
共700多双军鞋，现在摆摊五天已经
卖了200多双了。”其中一位高个“军
人”说。

“这都是真皮的羊毛军鞋，全是
真的，不行点着试试。”正说着，一位
买鞋的就从衣服兜里拿出来一个打
火机冲着鞋子羊毛打火。军鞋子棉的
买120元单的买85元一双，袜子棉的
三元单的一元一双，“本来还有衣服
的上午都买完了。”其中一位说。在军
鞋的鞋底印有“3515”字样的，一侧还
印有“中国武警”的字样标识，并无发
现其他产品信息和质量保证。

市民刘女士来到摊位上看中其
中一款棉军鞋，因为身上没有带足现
金就试着跟他们砍价，没成想原来卖
120元的鞋子，只花70元就买到手了。
“我挺喜欢的真的假的无所谓，又不
贵。”刘女士说。

摊位上的军靴。 本报记者 郗运红 摄

阳信县计生局
调查奖励情况

近日，阳信县计生局副局长
刘文玲一行人分为两组，先后到
商店镇98个村调查核实奖励扶助
落实情况。检查组一行人通过进
村入户，每到一村分不同地点询
问至少10名55岁以上群众进行了
详细的调查，结果证实商店镇
2015年度150个奖励扶助申请 ,1

个特别扶助申请情况均属实，符
合国家政策规定的申请条件。刘
文玲局长肯定了商店镇奖励扶助
工作。

本报通讯员 安玲 摄影报道

中考加分惠
及计生家庭

一年一度的中考即将来临，
为进一步完善计生利益导向机
制，认真落实农村计生子女中考
加分政策，使计生对象得到更多
的实惠，更好的促进计划生育工
作的开展。近日，该镇积极主动、
仔细认真为符合政策的学生做好
中考加分工作。图为双女绝育家
庭户来镇计生办为她上初三的女
儿办理中考加分手续。

本报通讯员 安玲 摄影报道

救助白血病女孩

烟囱下的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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