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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7家家企企业业年年产产馒馒头头44 .. 22万万吨吨
全省粮食产业发展暨滨州经验现场会召开，将对主食产业考核

今 日 滨 州

11月5日、6日，全省粮食产业发展暨滨州经验现场会在滨州召开。记者了解到，目前全省主要经济指标和综合加工转化
能力始终居全国首位，粮食产业发展工作要求大力推动粮油加工业、实施放心粮油工程、推进主食产业化建设。山东省省将对
主食产业化建设项目考核验收。

本报记者 杜雅楠 郗运红

目目前前，，全全省省规规模模以以上上
馒馒头头工工业业化化生生产产企企业业达达到到
3377家家，，年年产产馒馒头头44 .. 22万万吨吨，，挂挂
面面加加工工企企业业7711家家，，年年产产挂挂
面面4422 .. 22万万吨吨。。居居民民厨厨房房服服务务
网网点点22993344个个，，其其中中政政府府认认
定定11552299个个，，主主食食加加工工中中心心
厨厨房房4488个个，，日日加加工工配配送送能能
力力11338899吨吨。。

全全省省涉涉粮粮企企业业拥拥有有省省
级级以以上上企企业业技技术术中中心心 44 00

家家，，每每年年投投入入研研发发资资金金近近
1100亿亿元元，，获获得得专专利利551177件件，，其其
中中发发明明专专利利114400件件，，有有三三件件
科科研研成成果果在在全全国国推推广广。。此此
外外，，全全省省涉涉粮粮企企业业拥拥有有中中
国国名名牌牌4422个个，，中中国国驰驰名名商商
标标5555个个，，山山东东名名牌牌8877个个，，著著
名名商商标标111199个个，，全全省省共共有有7744

家家单单位位获获得得““全全国国放放心心粮粮
油油示示范范企企业业””称称号号，，面面向向社社
会会推推出出了了88批批226611种种放放心心粮粮
油油产产品品。。

最最近近，，全全省省安安排排22001155

年年主主食食产产业业化化建建设设项项目目5500

个个，，总总投投资资11 .. 6644亿亿元元。。项项目目
建建设设期期间间，，各各级级粮粮食食部部门门
要要加加强强督督促促检检查查，，严严格格建建
设设标标准准，，做做好好项项目目监监管管。。

同同时时，，省省粮粮食食局局将将会会
同同省省财财政政厅厅制制定定下下发发《《山山
东东省省主主食食产产业业化化建建设设项项目目
考考核核验验收收办办法法》》，，组组织织对对建建
设设项项目目考考核核验验收收。。

打造当地

特色主食品牌
山东省主要经济指标和综合加工转化能

力始终居全国首位，加工企业多、加工规模大、
加工层次深、发展速度快、带动能力强是山东
粮油加工业的突出特点。全省入统的1323家加
工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3095亿元，销售收入
3069亿元，利润85 . 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8%、
7 . 6%和19 . 7%，其中滨州市工业总产值、销售
收入、利润分别为454 . 5亿元、458 . 3亿元和
14 . 9亿元，均居全省首位。

据统计，山东省玉米加工能力1679万吨，玉
米制品产量1182万吨，居全国第一位，饲料生
产能力3232万吨，磁疗产量2341万吨，居全国第
一位，小麦加工能力4305万吨，小麦粉产量1874
万吨，居全国第二位，油料加工能力2565万吨，
食用油产量426万吨，居全国第三位。全省实际
以上粮食类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320家，完成
工业总产值1665亿元，实现销售收入1637亿元。

连续4年来，省财政厅累计投入2 . 4亿多元
支持放心粮油工程建设。目前，全省放心粮油
服务网点发展到2 . 3万多个，其中各级政府和
粮食协会认定4281个，放心粮油配送中心129
个，配送车辆1483台，日配送能力达到9647吨，
基本实现了放心粮油在全省城乡的全覆盖。

会议要求每个县(市、区)政府驻地至少建
设一个区域性放心粮油配送中心；每个乡镇政
府驻地、城市社区和新型农村社区至少建设一
个放心粮油示范店，基本实现放心粮油在城乡
的全覆盖，初步形成规模化、信息化、规范化的
放心粮油供应体系。要积极推进物联网等信息
技术应用，运用“互联网+”新型业态，建设放心
粮油电子商务平台，开展网上交易，实现电子
商务、现代物流、在线金融的融合发展。

粮油加工水平全国领先

放心粮油实现全省覆盖

胎早教魅力大

有有毒毒化化学学品品罐罐车车加加油油站站内内侧侧翻翻
事发205国道滨州无棣段，目前油品已经全部转移

本报11月8日讯(记者 朱
伟健) 8日清晨，在位于205国
道滨州无棣段大转盘往西150
米一加油站内，一辆满载有毒
化学物品的大罐车，冲进加油
站后发生侧翻，将加油站内有
关设施撞坏，并发生化学物品
泄漏，所幸并无人员伤亡。

8日上午，记者来到了国
道205滨州无棣段大转盘了解
情况，在现场记者看到大转盘
往西有多辆警车执勤并禁止
过往人员和车辆通行，道路两
旁都拉上了警戒线，路段已经
全部封闭防止有人员进入。

据从现场目击人了解到，
目前加油站内油品已经全部
转移，消防官兵正在紧急处理

现场。随后记者在靠近加油站
附近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对泄
漏的有毒化学物品从侧翻车
转移到另一车辆。加油站内部
分设施已经损坏，处于停业状
态。

在大转盘一位跑出租货
车的司机对记者说：“发生的
时候大约是早上五点多钟，罐
车司机开进去以后撞上了加
油器，然后车就发生了侧翻，
加油站里面的油已经全部转
移了，一直拉着警戒线不让进
去了，现在里面翻车内的化学
物品应该也正在转移了”。

8日下午，记者致电无棣
县安监局一名刘姓局长，他告
诉记者，现场没有人员伤亡，

而由于该化学物质的特殊性，
需要更加小心地去完成转移，

所以人员全部投入工作确保
有毒化学物品顺利转移。

““立立冬冬””过过后后冷冷空空气气越越来来越越频频繁繁
本周平均温度8℃左右，最低温度在0℃徘徊，而且有霜冻

有毒化学品罐车加油站内侧翻。 本报记者 朱伟健 摄

本报11月8日讯(通讯员
张婷婷 王凤娇 于传宁
记者 王晓霜) 受冷空气、高
空槽和低空切变线的影响，5
日下午开始滨州市出现了一
次明显的降水过程。记者从市
气象台了解到，截至8日17时，
过程降水量全市平均37 . 9毫
米，最大降水量为60 . 1毫米，
出现在邹平好生街道办。

滨州市人影指挥中心根
据雷达监测的回波情况，及时

组织相关作业点进行增雨作
业，共发射火箭弹22枚，作业
效果明显。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
预计本周(11月9日～11月15
日)滨州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
主，有一次降水过程，出现在
12日夜间到13日；由于冷空气
活动弱，较易出现雾霾天气。
本周平均温度8℃左右，较常
年偏高；最低温度0～1℃，出
现在9～10日早晨，有霜冻；最

高温度 1 7℃左右，出现在 1 5
日。

接下来三天具体天气预
报如下：8日夜间到9日白天，
阴有雾或轻雾转晴，北风转东
南风2～3级，最低温度1℃，有
霜冻，最高温度12℃；10日，晴
间多云，东南风 2～ 3级，0～
1 3℃，有霜冻；1 1日，多云间
晴，南到东南风2～3级， 3～
15℃。

8日“立冬”后，冷空气影

响越来越频繁，气温下降更
快，空气也越来越干燥，市民
应注意防寒保暖。

记者还从滨州市水文局
了解到，今年以来(1月1日8时
～11月8日17时)，滨州市平均
降雨量531毫米，较历年同期
偏 少 4 % ，较 去 年 同 期 偏 多
45%。其中惠民县平均降雨量
最大628毫米，博兴县最小422
毫米，其他县区在426～579毫
米之间。

0-3岁的宝宝，给予完整的
爱与陪伴，更能协助他(她)的潜能
的开发。11月7日，读经宝宝胎教
体系创始人——— 孟丹梅在滨州佳
泰宾馆举办《这个世界上还有人
可以飞翔》大型讲座，讲述胎早教
的重要意义，大量实证，生动活
泼，场面火爆，精彩纷呈。参加培
训的家长们都赞不绝口，纷纷表
示这是一场价值连城的讲座。

本报记者 王晓霜 摄影报道

明年底滨州将建

旅游厕所2049座

本报11月8日讯(通讯员 宋
飞 孙连庆 记者 王茜茜) 6

日，记者从全省旅游厕所建设管
理工作电视会议滨州分会场获
悉，将积极推行社会资本进入旅
游厕所建设和管理中，探索“以商
管厕、以商养厕”市场化机制，至
2016年年底，滨州市新建、改建
2049座旅游厕所，其中新建262

座，改建1787座，实现旅游厕所免
费使用。

旅游厕所不仅仅指通俗意义
上的景区景点厕所，而是更大范
围的公共厕所。包括旅游景区、加
油站、交通集散点(高速公路服务
区、车站码头等)、乡村旅游点、旅
游餐馆、旅游娱乐场所、城市商业
街、大型商场(超市)及其他旅游
接待场所的公共厕所。

会议指出，把旅游厕所作为
完善城乡基础设施的重要内容，
按照设施配套、干净卫生、外观协
调、游客满意的要求，合理布局，
体现地方特色、文化品味和旅游
吸引力，鼓励新技术、新材料应
用，在无上下水系统依托的地方，
采用“生态厕所”“沼气化粪”等技
术，使新建改建旅游厕所符合节
水、节能、环保要求；乡村旅游点
要积极开展农村无害化卫生改
厕；加油站要把厕所纳入基本设
施建设。并明确了住房城乡建设
部门、交通运输部门、商务部门、
经济和信息化部门及旅游部门的
新建改建和管理工作，要求每季
度公布旅游厕所建设进展情况，
不定期开展游客满意度调查。

根据新建改建计划表，到
2016年年底，全市新建、改建2049

座旅游厕所，其中新建262座，改
建1787座，达到“数量充足、干净
无味、实用免费、管理有效”的要
求，实现全部旅游厕所达到A级
标准。并坚持财政财务补贴和市
场运作相结合的原则，创新旅游
厕所运营管理机制，探索设立旅
游厕所管理公益岗位，探索完善

“以商管厕、以商养厕”机制，推行
旅游厕所建设与管理的市场化。

滨州市滨城区民华汽修
配件零售部丢失个体工商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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