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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买进进口口商商品品，，就就找找齐齐鲁鲁晚晚报报
本报依托保税物流中心，为市民提供正宗而又实惠的进口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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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日 滨 州

本报5月11日讯(记者 张
峰 )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以及
生活需求的提高，越来越多的
人将目光投向了进口商品，但
去哪里买进口商品，质量又如
何保证呢？别担心，买进口商
品，那就来找齐鲁晚报！

齐鲁晚报自1988年创刊
以来，扎根百姓服务百姓，深
受百姓欢迎和喜爱，已经成为

老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举办的多种活动也深受
关注，为百姓送去了实惠。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
来越多的市民将目光投向进
口商品，但购物方便程度和最
关键的商品质量又是大难题。
为了保证保证广大市民的权
益，为市民带去实实在在的实
惠，齐鲁晚报依托保税物流中

心，为市民提供正宗而又实惠
的进口商品，让市民买着放
心，用着放心！

目前的进口商品主要有：
原装进口奶粉、化妆品、红酒、
啤酒等，所有进口商品全部经
过海关，保证品质。随着商品
种类的增多，服务范围将进一
步扩大，最新信息会及时更
新，方便市民。

市民如果想购买纯正的
进口商品，可致电：

1 5 5 5 0 2 2 1 7 7 7或 0 5 4 3 -
4266151，或加微信号qlwbbsd
(齐鲁晚报保税店)。

地址：邹平广播电影电视
中心5008室。

(邹平县城送货上门，滨州
市其他县区快递上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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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小记者走近范公酒业首届原酒节

参参观观酿酿酒酒工工艺艺，，了了解解原原酒酒文文化化
本报5月11日讯(记者 张

峰) 10日，齐鲁晚报小记者第
三站来到体育广场，在范公酒
业举办的首届原酒节现场，近
距离了解了范公原酒的酿制
过程，收获颇多。

刚到体育广场，小记者就
像出笼的小鸟，立刻被眼前的
酿酒设备吸引了，围着范公酒
业有限公司的工程师饶有兴
趣地问个不停，“那个大罐子
叫什么呀？”“那是甑”“什么叫
原酒呀？”孩子们七嘴八舌，忙
得工程师团团转，挠着头不好
意思地笑了笑。

“酒是怎么酿成的呢？”范
公酒业工程师抓起一把高粱
说，“先把高粱打碎，打成6到8
瓣，然后加入稻壳，放到甑里
蒸。”小记者们把鼻子凑到工
程师拿出的一把蒸过的高粱
闻了闻，“哎呀，酒味这么浓！”

“对了，这个时候就开始出现
酒味了。”工程师一边解说酿
酒工艺，小记者则认真记录学
到的知识。

小记者们还了解了范公
酒业有限公司的发展历程以

及产品分类等，对就在身边的
邹平当地企业有了更深入的
了解。随后，小记者们来到范

公酒业有限公司的母公司西
王集团，经过集团工作人员介
绍，了解了西王集团的变迁以

及西王村的原貌复原模型及
新村发展。

邹平县公路局：

学习《新安法》

保障安全生产

本报讯 近日，邹平公路局
为保证安全生产、规范施工，组织
全局干部职工学习《新安全生产
法》。学习通过新旧两个版本的比
较展开，将原安全生产法和新修
订的安全生产法进行对照，从对
照学习中概括梳理了不同之处，
并认真领会其中的新思想、新举
措、新亮点；围绕着新增内容，结
合公路系统建、养、管的职责特
征，及蓬莱校车事故等相关案例
进行重点学习讲解，明确具体工
作的注意事项。

本次对《新安全生产法》的学
习丰富了安全管理的方式方法和
措施手段，提升了职工的法律意
识，增强了安全生产管理的执行
能力。将把安全生产的法制精神
贯彻到一线，对照新法要求，结合
安全生产责任制，查找不足，完善
制度，落实责任，确保安全生产态
势良好。 (通讯员 李曼)

好生街道计生办：

抓好“四个举措”

成育龄群众贴心人

本报讯 邹平县好生街道
计生办以提高人口素质，稳定
低生育水平为目标，创新工作
管理机制，成为育龄群众的贴
心人。

一是为民献计“暖民心”。
通过宣传栏将事关民生的诸如
气象信息、打工信息、政策法
规、新技术成果及时整理公布，
解决育龄群众的生产、生活问
题。二是走村串户“心连心”。该
计生办工作人员充分利用下村
入户等有利时机，积极开展政
策宣读、知识普及、生殖保健指
导等服务。三是随访服务“献真
心”。健全计生重点随访服务制
度，做到会同技术人员随访陪
同，解决了一些重点和难点问
题，收到了良好效果。四是遍访
民情“献爱心”。对于入户过程
中发现的家庭特别困难的育龄
群众，帮助他们及时享受到各
种优先优惠政策、争取帮扶资
金，尽早脱贫致富。

(张静 杨金章)

小记者们近距离参观范公原酒。 本报记者 张峰 摄

好生街道计生办：

开展“生育关怀”

惠及12000余人

本报讯 去年以来，邹平县
好生街道计生协会充分发挥组
织优势，开展“生育关怀”行动，
对计生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拓展
和创新，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计生办积极深入开展“婚
育新风进万家”宣传活动，通过
发放资料、喇叭广播、文艺演
出、知识竞赛等各种形式，宣传
法律法规和奖励扶助、婚育新
风、关爱女孩等计划生育知识。
同时，搞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
活动，提供知情选择、避孕节育
等各项免费服务，全面开展“生
育关怀”行动。引导各村计生会
员共同参与，加大关怀力度，使
接受关怀的人群经济上有实
惠、生活上有保障。积极做好流
动人口服务，维护他们的合法
权益，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
和生育中遇到的困难。

“生育关怀”行动开展以
来，惠及群众12000余名，取得
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张静 杨金章)

好生街道计生办：

“送、检、扶”

便民服务赢民心

本报讯 邹平县好生街道
计生办想育龄群众之所想，急
育龄群众之所急，通过开展

“送、检、扶”等便民惠民服务活
动，赢得了育龄群众的广泛好
评。

“送”，即通过举办讲座、张
贴宣传栏、广播等多种形式为
群众送上致富信息和致富技
术，联系专业人士帮助群众分
析市场、讲解形势，指导群众在
致富路上少走弯路、早见效益。

“检”，即做好免费身体检查和
日常服务，定期进村入户为育
龄妇女开展免费查体活动，同
时无偿提供各项技术和咨询服
务，为群众解决难题。“扶”，即
积极帮扶，为群众送温暖。通过
村计生协会“一对一”帮扶措
施，确保每名会员都有帮扶联
系户，随时了解联系户的困难，
及时做好帮扶计划，通过帮资
金、帮技术、帮劳动等多种帮扶
形式，帮助困难计生家庭解决
困难。 (张静 杨金章)

好生街道计生办：

推行四项措施

优化随访服务

本报讯 邹平县好生街道
计生办坚持深化优质服务，在
对育龄妇女随访服务中大力推
行四项措施，优化计生服务，为
育龄群众排忧解难，取得显著
成效。

随访服务全面化。利用元
旦、春节等有利时机，进一步完
善育龄妇女服务名册，健全随
访登记表，使计生随访服务网
络全覆盖。计生随访规范化。设
立专门的随访记录，规范随访
内容，统一随访用语，实行专业
技术人员分工包村随访，做到

“村不漏户、户不漏人”。计生随
访多样化。将随访服务与计生
法律法规宣传相结合，与普及
优生优育、生殖保健知识相结
合，做到动态管理，全程服务。
计生随访亲情化。以“热心、耐
心、诚心、细心”为准则，提高随
访质量，更好地解决群众所需、
所盼、所疑、所难等问题，拉近
了与育龄群众的心理距离。

(张静 杨金章)

本报讯 今年以来，邹平县
好生街道计生办积极开展“四
抓”活动，加强计划生育政策的
宣传和落实，努力提高计生服务
水平，不断夯实计生工作基础，
取得了良好效果。

一是抓低生育水平的适度
稳定，推广使用育龄妇女人脸录
入信息管理系统，积极开展违法
生育有奖举报活动，严格查处违

法生育行为，努力遏制违法生育
反弹；二是抓基层基础建设落
实，强化薄弱村转化，对基础薄
弱村实施重点关注和重点管理，
加强出生婴儿性别比控制，坚决
控制选择性流引产的发生；三是
抓优质服务提升，开展个性化服
务，完善婚前宣传、孕前检测、孕
期监护、产后随访的优生优育体
系和集宣传、教育、咨询、服务四

位一体的幸福家庭课堂，降低出
生人口缺陷；四是抓利益导向体
系的完善，继续在晚婚晚育、独
生子女、退二胎、奖励扶助等方
面建立健全奖励机制，不断完善
人口利益导向体系，使计划生育
户不吃亏、得实惠，自觉宣传和
支持计划生育政策。

(张静 杨金章)

好生街道计生办：

开展“四抓”活动

夯实计生基础

感恩妻子

二十九年前的新娘！陪伴着
我走过二十九个春秋，她历尽了
无数个寒冬深夜，但是她的风采
依然如初。

她历尽无数的曲折磨难，将
委屈的眼泪埋在心里。无论她挂
满多少白发银丝，在我的心里依
然是出水的芙蓉。

无论她的脸上挂满多少皱
纹斑痕，她在我的内心依然是唯
一。

我衷心地谢谢你，代我扶持
家中的父母。父亲生病的几年
里，是你忙碌在床前床后。

我衷心地谢谢你，做了孩子
的第一任老师，让孩子在风雨中
长大成人。

我衷心地谢谢你，是你的宽
容与理解让我一步步走向成熟，
是你让我在苦难中找到精神支
柱。你对老人的付出无怨无悔。

感 恩 — —— 感 恩 — —— 感
恩———

我感谢上帝让她成为我的
妻子，她对全家的付出找不到合
适的赞美的言语，我只能再一次
高喊一声：我永远爱你！

我衷心地谢谢你！我感谢上
帝将我交给了你，我感谢上帝将
你赐给了我。我感谢上帝让我们
永远地走在了一起。

——— 邹平中油燃气高级工
程师 崔国利

特大喜讯！即日起，去邹
平同创汽贸购车的朋友，在
最低成交价的基础上，齐鲁
晚报补贴现金1500元，注意，
是现金哦，限购一辆，欲购从
速！(注：1 .车辆价值7万元左
右。2 .限购一辆。)联系电话：
15954339095。

喜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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