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社会开放的高端科技资源情况统计表
资源名称 开放时间

山东省黄河三角洲生态环境重点实验室 5月16-24日工作日
预防兽医学与动物生物技术重点开放实验室 5月16-24日工作日

滨州黄河三角洲海洋生物科普馆 5月16-24日工作日
滨州城市规划展示馆 每周一、三、五开放

滨州市气象局科普教育基地 全天
滨州学院实训中心 全天

滨州市阳光青少年科学俱乐部 全天
滨彩蝶园科普教育基地 全天优惠价格30元

星光梦想城儿童职业体验馆 全天优惠价格80元
滨州市优抚医院心理卫生中心 全天

滨州艾克瑞特机器人实践培训基地 全天
滨州乐高WRO机器人活动中心 全天

滨城区怀周祠 5月16-24日
滨城区万绿农业科普教育基地 5月16-24日

森海科普教育基地 全天
北海湿地公园 全天

博兴县乐安社区 5月16-24日
博兴县青少年社会实践中心 5月16-24日

博兴县一小 5月16-24日
经济开发区快乐鸟乐园 全天

瑞泽水务科技有限公司污水处理线 全天
阳信县第一实验学校 5月16-17日

沾化冬枣博物馆 5月16-24日
沾化冬枣研究所 5月16-24日

邹平县气象局科普教育基地 5月16-24日
邹平县黄山中学科普教育基地 5月16-24日

碣石山地震与火山博物馆 5月16-24日
黄河岛科普馆 全天
无棣县科技馆 全天

无棣县第三实验学校 全天
惠民县职业教育中心 周六、周日
惠民县第一实验学校 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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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17日讯(通讯员 李
海涛 陈秀艳 记者 杜雅楠)

15日上午，第七届“滨州慈善
奖”颁奖暨“慈心一日捐”活动动
员大会召开，表彰了获得“滨州
慈善奖”的企业(单位)、个人。

记者在会上了解到，滨州市
于2015年5月1日至8月31日在全
市开展以“善行滨州 全民慈

善”为主题的“慈心一日捐”活
动、认捐慈善基金和设立村(居)
慈善互助基金活动。自2004年滨
州市慈善总会成立以来，全市已
累计募集善款4 . 8亿元，支出3 . 5
亿 元 ，救 助 困 难 群 众 3 3 万 人
(户)。2014年，全市募捐总额首
次突破1亿元，支出善款8000万
元，救助困难群众8万人(户)。

2015年，滨州市将要把慈善
事业列入文明城市、文明单位、文
明行业创建的重要内容，推动慈
善文化进机关、进企业、进乡村、
进学校、进家庭，努力在全社会形
成理解、关心、支持、尊重、参与慈
善事业的良好氛围。进一步挖掘
慈善资源，拓宽募捐领域，鼓励支
持社会公众通过捐款捐物、慈善

消费和慈善义演、义捐、义卖、义
展等多元方式为困难群众奉献爱
心。同时还将创新募捐方式，做好
网上捐赠渠道及日捐、周捐、月捐
等多种捐款形式推介。

会上，山东京博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等10家企业(单位)被授
予“最具爱心企业(单位)”荣誉
称号，张忠正等10名同志被授予

“最具爱心慈善楷模”荣誉称号，
李志伟等10名同志被授予“十佳
慈善义工”荣誉称号，邹平县慈
善总会等10家慈善组织被授予

“十佳慈善组织”荣誉称号，市委
办公室等36家企业、单位被评为
热心慈善事业先进单位，沈世琦
等28名个人被评为热心慈善事
业先进个人。

滨州市委对台工作会议召开

文文化化入入岛岛把把滨滨州州特特色色做做响响台台湾湾
本报5月17日讯(通讯员

王学强 记者 王晓霜 刘
哲) 15日，滨州市委对台工作
会议召开，记者在会议上了解
到，2014年滨州开展“台资企
业走访季”、“鲁台经贸洽谈
会”等活动，对台工作取得了
新成效。2015年，滨州市将重
点突出滨州文化特色，继续开
展活动，推动滨州经贸合作深
入发展，提升对台交流层次和
水平。

2014年，滨州市对台经贸

成果丰硕，全年新上项目7个，
实际利用台资5015万美元，累
计利用台资8 . 49亿美元。2014
滨台高效生态农业合作洽谈
会上，滨台双方就餐厨废弃物
处理、农业园区建设、农产品
深加工、新能源合作等达成了
多个合作意向，被评为全省优
秀对台经贸交流项目。

2015年，滨州市将推进滨
台经贸深度融合，立足滨州市
产业优势，加强滨台现代服务
业、节能环保、现代农业、战略

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等领
域的合作，努力把符合产业政
策和滨州发展实际的资金、项
目引进来、留下来。继续抓好

“2015台资企业走访季”，特别
要抓住6月份入岛举行的“第
二十一届鲁台经贸洽谈会”活
动的机遇，突出滨台农业合作
主题以及北海经济开发区台
湾产业园建设主题，推进目前
三个在谈项目，力争在本年度
鲁台会上，就推动园区建设、
加强项目推介、寻求合作内容

上有所突破。目前已经完成的
“齐鲁台商 ( 百强台企 ) 滨州
行”活动搭建了全省对台交流
合作有效平台。

9月份将举办第七届海峡
两岸(滨州)孙子文化论坛，深
入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
交流互动活动，把孙子文化品
牌做大做强做精。筹备文化入
岛活动，把滨州特色做响台
湾，促成滨洲非遗项目及传承
人入岛交流，现场展示制作，
展示博大精深的滨州文化。

2015年滨州市科技活动周正式启动

3322项项高高端端科科技技资资源源向向社社会会开开放放
本报5月1 7日讯 (通讯

员 杨志强 记者 郗运
红 ) 16日，2015年滨州市
科技活动周暨“平安中国·
平安滨州”防震减灾科普宣
导活动启动仪式举行，科技
周期间将有32项高端科技
资源向社会开放。

据悉，主题为“创新创
业 科技惠民”的2015年全
国科技活动周于5月16日-
24日举办，在此期间滨州市
将在全市范围内举办多种
方式开展专题科普活动。市
科技活动周组委会将采用
科技下乡、科技咨询、科普
讲座、科普电影、科普视频、
科普讲解和网络互动科普
等多种方式，重点举办“科
技下乡集中示范活动”、“科
普使者进社区(农村、企业、
军营)”、“流动科技馆基层
行”等一系列科普活动。

积极组织科技、教育、
农业、林业、渔业、卫生、环
保、畜牧等方面的科技专
家，并动员科技专家、科技
特派员和科普志愿者作为
科学使者，深入学校、社区、
企业、农村开展科普知识讲
座和技术咨询服务活动，大

力宣传国家关于科技、教
育、农业、林业、渔业、卫生、
环保、畜牧、节能减排、防震
减灾以及良种补贴等方面
的相关政策，并进行现场技
术指导和医疗诊断，及时解
决公众遇到的疑难问题。

组织滨州学院、滨州畜
牧兽医研究院、滨州市海洋
与渔业研究所等高校院所
科研资源向社会开放，同时
开放“滨州数字地震科普
馆”和科普教育基地等科普
资源，让社会各界通过参观
实验室、实物、图片、仪器设
备和观看科普作品。

同时，在全市将组织滨
州黄河三角洲海洋生物科
普馆、滨州市气象局科普教
育基地、滨州市阳光青少年
科学俱乐部等32项高端科
技资源向社会开放，其中，
个别兼具经营性的机构也
在科技周期间推出大幅优
惠活动，滨彩蝶园科普教育
基地优惠价格30元、星光梦
想城儿童职业体验馆优惠
价格80元。让公众特别是广
大青少年接触科技，体验科
技魅力，激发创新创造兴
趣。

鲁冀边五城市
旅游联盟成立

本报5月17日讯 (通讯员
李斌 记者 王茜茜 ) 15日，
滨州、德州、聊城、沧州、衡水五
城市联手成立鲁冀边五城市旅
游联盟，合力推介兵圣文化、黄
河文化、民俗文化、运河文化等
四大旅游品牌，会上达成了在资
源共享、政策互惠、宣传促销、人
才交流、旅游信息交流、市场监
管等八方面的共识，并将研究推
出联盟城市旅游享受同等市民
待遇。

鲁冀边5城市旅游联盟，是
山东省会城市群旅游联盟与京
杭大运河河北旅游营销联盟之
交集，旨在充分发挥鲁冀边城市
群交通区位优势，通过政府、企
业等不同层面的合作，打造紧密
的旅游联合体，推动各市旅游产
业融合发展，实现合作共赢。区
域内集中了22家4A级景区，并
在大会上专门推出了包含鹤伴
山、贝壳堤、碣石山、孙子兵法
城、魏氏庄园、杜受田故居等滨
州景区在内的一日游、二日游、
三日游、四日游等9条特色旅游
线路。

鲁冀边五城市旅游联盟宣
言中指出，将开展联合宣传促
销，共同开发旅游市场，提高区
域内旅游吸引力和影响力，建立
统一的旅游信息平台和宣传营
销体系，实现联盟城市旅游业共
同发展。并将建设自驾车营地、
自行车营地等，完善旅游营地服
务项目，同时共同加强规范旅游
市场秩序，实现投诉互理。扩大
鲁冀边五市旅游联盟的影响力，
打造区域旅游合作发展的新亮
点。同时，会议决定将研究推出
优惠政策，实现鲁冀边城市企业
和市民在旅游领域享受同等市
民待遇。

蒲园假山改造

近日，记者从蒲园了解到，经
历30年的蒲园假山等正在进行升
级改造，假山前毛主席塑像将予
以保留，蒲园假山施工期间，园内
的游乐设施正常营业，游客进园
可走东门。

假山重建为实体山，用太湖
石堆砌成和原假山高度、宽度相
同，中间留有供游客攀爬的通道；
多功能健身广场将对原有场地进
行提升改造，铺设人造草丝，周边
围网，更换增加健身器材及周边
铺设，使之成为一个高档次的市
民健身场所，东西两处大门牌坊
将粉饰一新。
本报通讯员 王红霞
本报记者 李运恒 摄影报道

慈慈善善总总会会1111年年募募集集善善款款44 .. 88亿亿
救助困难群众支出3 . 5亿元，去年捐款总额首破亿

连连锁锁快快餐餐店店查查出出““铝铝包包子子””
商家用含铝泡打粉发酵，长期食用会致人神经功能受损

本报5月17日讯(记者 王丽
丽 通讯员 赵冠亭 张宏洲)

13日，黄二渤二十二附近的一
连锁包子铺被查出“铝包子”，店
中加工制作的包子检测出含铝
成份高达189mg，且严重超标。
目前，包子铺相关人员已被立案
侦查。

近日，滨州经济开发区公

安分局食品药品与环境侦查大
队对辖区内的面食品制作和加
工店的食品安全进行大范围的
检查，经抽样检测，证实黄河二
路渤海二十二路附近盛益隆连
锁店加工制作的包子检测出含
铝成份高达189mg，且严重超
标。

经区食药环侦大队立刻以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
食品对该包子店相关人员立
案。

5月13日，食药环侦大队联
合工业园区派出所执法检查
时，现场扣押含铝泡打粉50袋，
非法添加含铝添加剂加工制作
的煎包80余个，抓获2名犯罪嫌
疑人。

据嫌疑人交代，之所以要添
加含铝的泡打粉，是因为在制作
过程中，用含铝泡打粉可以更快
发酵，提高效率，同时膨化效果
好，外观更具“色相”，并且含铝
泡打粉价格低廉，用量也少。

5月14日，两名犯罪嫌疑人
被依法取保候审。目前，该案在
进一步侦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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