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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棉花花检检测测流流程程管管控控位位居居省省首首位位
滨州检验检疫局实验室满足一次性进口8万吨棉花的抽检样品存放

本报10月18日讯 (通讯员
魏纪滨 郝红娟 记者 李

运恒 ) 记者从滨州检验检疫
局获悉，目前，该局棉花实验
室正在进行扩建项目，扩建后
该实验室总面积将扩大210平
方米，可增加存放5万吨进口
棉花的待检棉样，这也就意味
着该实验室可满足全市一次性
进口8万吨棉花的抽检样品存
放。

同时，滨州检验检疫局还
购置了环保式棉花分级台、符
合国际标准要求的标准光源系
统以及棉花样品压缩打包机等
多台设备，进一步提高了技术
实力，为全市进口棉花检测工
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保障。

据了解，滨州检验检疫局
棉花实验室是在全国分支局中
建立的首家棉花实验室，并是
全国检验检疫系统唯一设在分

支局的进口棉花全项目检测实
验室。实验室建有符合国际标
准要求的模拟昼光室和恒温恒
湿室，并拥有国际先进水平的
HVI大容量束纤维检测仪等高
端仪器设备，固定资产总值超
过540万元人民币。截至目前，
该实验室已连续7年参加美国
农业部、德国不莱梅全球棉花
实验室巡回比对试验 1 0 0余
次，比对试验反馈结果均为满

意，确保了检测水平的国际领
先优势。

滨州检验检疫局技术中心
副主任刘静介绍：通过广泛调
研了进口棉花企业，深入分析
进口棉花业务状况，对进口棉
花等重点商品实施流程再造，
实现了对检测岗位的精细化管
理，提高了工作效率，把检测
周期缩短为9 . 14天，棉花检测
流程管控位居全省系统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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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一股冷空气袭来，伴随
着4—5级大风，全市气温明显下
降，当天最高温一下从28℃降到
了21℃。根据气象台最新资料分
析，本周滨州市以多云天气为主，
风力减弱，气温稍有回升，最高温
为25℃。
本报记者 王晓霜 摄影报道

德国青少年女子合唱团即将走进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滨滨德德文文化化教教育育交交流流拉拉开开序序幕幕
本报10月18日讯 (通讯员

李冉 记者 王晓霜 ) 10
月20日至22日，德国森州福尔
达市伯尼青少年女子合唱团
将来到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实验中学和莲华学园开展两
场演出，此次活动将揭开滨州
与德国文化教育交流的序幕。

1985年，德国伯尼青少年
女子合唱团在德国中部黑森
州的大学城、文化城福尔达

市。该合唱团由一群来自黑森
州福尔达市与周边城市，热爱
音乐的青少年组成。伯尼青少
年女子合唱团作为德国黑森
州著名的少年儿童文化艺术
团队与黑森州对外交往和宣
传的一张名片，曾多次出国巡
演，也曾多次灌录音乐光盘，
参与各类音乐节。

此次来滨州经济技术开
发区演出，由“德国黑森州州

立国家音乐教育学院”院长夫
妇亲自带队。院长L.Behounek
先生是德国杰出的音乐家、音
乐教育家与社会活动家，院长
夫人S.behoune女士亦是德国
颇有名气的儿童音乐教育家、
儿童启蒙音乐教育专家。此次
来滨的13名合唱团成员，来自
于不同的德国中学，但无一例
外的都对中国音乐、书法有着
浓厚的兴趣，希望通过音乐增

进友谊，促进和中国青年的往
来，并愿意为中国学生的德语
学习以及中德青年交流提供
帮助。

这次来滨州经济技术开
发区演出的曲目除了《美妙的
事 》、《 魔 笛 选 段“ 明 媚 的 清
晨”》、《春风永恒》等经典曲目
外，还将为观众奉上中国民歌

《说凤阳道凤阳》、《左手锣右
手鼓》。

旅旅游游模模范范小小王王村村““渔渔文文化化””受受捧捧
本报10月18日讯(记者 王

茜茜) 18日，滨城区三河湖镇
小王村被授牌“中国乡村旅游模
范村”和“中国低碳产业示范
村”，同时，小王村“渔村码头乡
村旅游专业合作社”和“三河湖
游客服务中心”也正式揭牌成
立，拉开了“鲁北渔村”小王村特
色乡村旅游发展的序幕。

小王村位于徒骇河、土马沙
河、付家河三河交汇处，共有村
民82户，人口290人，有1500余亩

的天然水面、1000余亩的浅滩。
世代以农耕、打渔为生。因小王
村与三河湖风景区隔岸相对，有
丰富的农渔、民俗文化土壤，三
河湖镇将其选为重点打造乡村
旅游发展的区域。

2015年《小王村乡村旅游总
体发展规划》编制完成，挖掘渔
文化内涵，以“鲁北渔村”、“农耕
民俗”特色村为主题，打造展现

“鲁北渔村”乡村旅游特色民俗
村，着重展现我国北方水乡渔村

的文化积淀，把现代人带回一个
具有淳朴记忆的时代，让游客看
水景、享渔悦、品民俗、忆乡愁。

今年，在国家旅游公布了首
批乡村旅游“千千万万”品牌名
单，滨州市共有五个乡村旅游特
色村名列其中，滨城区三河湖镇
小王村以其“鲁北渔村”的特色
乡村游获评首批“中国乡村旅游
模范村”。

根据规划重点建设三部分：
体验慢生活的绿道系统、明清古

渡码头、三河湖游客中心(渔家
客栈)。此外，为更好地服务景
区，2015年7月，小王村成立了渔
村码头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提
供农业生产、农产品销售、农业
观光、果实采摘、接待服务等业
务管理、指导、技术、宣传和培训
服务，还建立了党员服务窗口，
服务站，设置景区党员示范岗，
如旅游资源保护岗、卫生清扫
岗、秩序维护岗、宣传岗、义务导
游岗等。

盐雕网店入驻
工行网上商城

日前，无棣盐业公司开设的
玉之雅盐雕工艺品官方直营店在
中国工商银行融e购网上商城正
式上线。据了解，无棣盐业公司于
2015年初开始尝试网络销售业
务，先后在淘宝网开设四家官方
直营店铺，所售产品涵盖了盐雕
工艺品、康体盐、洗化盐、无棣土
特产等。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四
家网店已实现销售收入近百万
元。此次玉之雅盐雕工艺品官方
直营店在工商银行融e购商城共
上线43款产品，包括历史名人、佛
陀圣像、动植物、浮雕牌匾、笔筒
等系列品种，不仅为全国工行用
户提供了更丰富的购物选择，同
时也是无棣盐业公司以淘宝网为
基础，继续开拓更广阔的网络市
场迈出的坚实一步。

本报通讯员 孙栋 王晓敏
本报记者 王晓霜

惠民李庄圆葱
收菲律宾订单

10月16日，惠民县李庄镇浩
东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正在给菲
律宾客户装载一批圆葱。据合作
社负责人冯崇宝介绍，这是李庄
圆葱第一次拿到菲律宾订单，出
口量为256吨。
本报通讯员 董士达
本报记者 王晓霜 摄影报道

清怡国际A座
10月17日封顶

位于黄河三路渤海七路的清
怡国际，共A、B、C三栋楼，55000

平方米，其中B、C座住宅已竣工，
A座于2015年10月17日顺利封顶。

清怡国际A座为商业综合
体，含1-3层商业，4层餐饮，5层文
化交流中心，6层会议，7层休闲娱
乐，8层游泳池健身房，9层SPA美
容，10-15层商务酒店，16-20层写
字楼。目前，建设施工顺利进行，
计划于2016年12月全部交付使
用。

项目曾因经济纠纷停工两
年，后在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
及市中办事处等各级领导和部门
的关心和协调下，纠纷得到了圆
满的解决，为项目的顺利建设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建设方滨州鑫
星置业有限公司，承担着原清怡
宾馆职工安置的社会责任。建设
方表示，要尽快将项目建设好，为
滨州市城区商业街增添标志性建
筑，同时尽快将职工进行妥善安
置，让大家都过上踏实的好日子。

(周红利)

济济东东高高速速滨滨州州段段工工程程全全线线领领跑跑
两座徒骇河大桥同时左幅中跨合龙成功

本报10月18日讯(通讯员
刘康 记者 李运恒) 17日凌
晨2点，济东高速公路两座徒骇
河大桥同时左幅中跨合龙成功，
标志着两座徒骇河大桥主体工
程即将完工。济东高速滨州段工
程建设进度继续全线领跑。

据了解，济东高速公路两
跨徒骇河，两座徒骇河大桥分
别是中铁五局(济东高速六标
段)承建的第一跨徒骇河大桥，
和日照公路局工程处(济东高

速九标段)承建的第二跨徒骇
河大桥。

一跨徒骇河大桥位于惠民
县姜楼镇和辛店镇交界处，中
心里程桩号为K57+409(徒骇河
里程K128+194)，桥长699m。主
桥上部结构采用5 8m+9 6m+
58m变截面预应力混凝土连续
箱 梁 ，现 浇 混 凝 土 方 量 为
5790m3；引桥上部结构采用
30m装配式简支变连续箱梁。
该徒骇河大桥自2014年4月1日

开工，经历了一年多的施工，截
至今年10月16日进行左幅中跨
合龙段混凝土浇筑。二跨徒骇
河大桥位于惠民县胡集镇陈集
村，该桥中心桩号为K85+790，
桥 梁 全 长 8 2 2 m ，单 幅 度
13 . 25m,其中主桥(50+85+50)
1 8 5 m 。中 跨 合 拢 段 长 度 为
2 . 0m。该徒骇河大桥主桥于
2014年3月开始进行筑岛基础
施工，2014年10月进入主桥上
部结构施工。

两座徒骇河大桥均于今年
10月17日凌晨2点同时完成左
幅中跨合龙。作为济东高速公
路全线的控制性节点工程，两
标段项目部加大人员和资金投
入，严格按照设计及相关规范
施工，克服临时固接施工、抛物
线施工标高控制、平衡配重设
置、合龙前体系转换等一系列
施工难点。两座徒骇河大桥的
顺利合龙为济东高速公路按期
完工通车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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