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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高新区开展打击违规
经营和燃用劣质煤行为联合执
法专项行动，重点打击7种经营
行为，一直持续到12月31日。确保
9月30日起，全区取缔散煤销售
点，禁止燃烧散煤炭，区内各煤
矿禁止在区内销售散煤。

具体为：未办理营业执照
经营煤炭的；销售不符合2 0 1 6
年济宁市煤炭质量指标要求

的；储煤场地不符合布点规划
及济宁市储煤场地建设标准
的；燃用单位污染物排放不符
合要求的；乱堆乱放煤炭的；掺
杂使用、以次充好、销售不符合

《商品煤炭质量管理暂行办法》
规定要求的；生产、经营、使用
企业未建立商品煤质量档案盒
煤炭购销台账的。

通过本次联合执法行动，打

击销售和燃用劣质散煤的违法
行为。取缔不符合布点规划的储
煤场地，确保9月30日起，全区取
缔散煤销售点，禁止燃烧散煤
炭，区内各煤矿禁止在区内销售
散煤；12月底前，全区的高污染燃
料禁烧区内严禁燃烧高污染燃
料。本次联合执法行动设立举报
电话(0537—3255192)。

本报记者 于伟

国庆长假期间，济宁
高新区科技图书馆推出公
益活动周，不仅可免证进
馆参与阅读活动，还有儿
童阅览室、尼山书院等多
彩活动等你参加，活动均
为公益性质。

10月1日至3日全天，
济宁高新区图书馆特推出
免证进馆阅读活动，爱好
读书的你可前来阅读、体
验，徜徉于书的海洋。

10月1日上午10时30
分，儿童阅览室，中英文故
事课堂。

10月2日上午10时30
分，儿童阅览区，爱上阅读

&诗词汇。
10月3日上午10时30

分，尼山书院，科技图书馆
播音基础培训课堂。

10月4日上午10时30
分，儿童阅览区，家庭电影
专场。

10月5日上午10时30
分，尼山书院，儿童声乐体
验。

10月6日上午10时30
分，一楼智慧树，“最美中
国字”体验课堂。

10月7日上午10时30
分，儿童阅览区，红袋鼠故
事屋。

本报记者 于伟

本报济宁9月27日
讯 (记者 于伟 ) 日
前，创达公司在“创客
驾到”众创空间举办大
学生创新创业交流会，
创业导师代表、优秀创
业者代表、济宁职业技
术学院、山东理工职业
学院的大学生创业代
表等百余人参加。

活动以“我们正创
业，我们正青春”为主
题，主要内容包括两个
环节，优秀创业者创业
经验分享与大学生创
业园实地参观。邀请到
艾贝儿幼儿教育项目
等多个第三届“济宁银
行杯”创业大赛优秀项
目与园区内优质企业
项目为同学们做创业
经验分享。

分享经验结束后，
大学生来到大学生创
业园实地参观，了解大
学生创业园区的孵化
环境和各项优惠政策，
并与优越服装定制项
目、“一号师傅”家庭维
修平台项目等多个项
目进行对接。

作为国家级众创
空间，济宁高新区大学
生创业园还将继续整
合政府、企业、高校等
多方资源，充分发挥省
级大学生创业示范园、
国家级众创空间的引
领作用，完善创业孵化
基地建设的同时，厚植
创业沃土，为大学生创
业、就业提供更好的平
台，为高新区创新创业
工程打下坚实基础。

24日至25日，济宁高新国威保安公司举办第一
届保安队列表演比赛，21支队伍彰显高新保安形
象。每支队伍都提前一个月进行刻苦训练和精心
准备，参赛过程中，各队队员们精神抖擞，喊着嘹
亮的口号，以标准的军姿展示着高新保安的雄风。

本报记者 于伟 通讯员 刘峰 摄

本报济宁9月27日
讯(记者 于伟 通讯
员 王春英 许谦
公维信) 21日，山东
源根石油化工有限公
司2016年全国优秀代
理商峰会在圣都国际
会议中心召开，全国
各地的500多名代理
商参观源根石化总部
生产园区、技术中心，
参加峰会会议培训，
并举行了2016年度优
秀代理商颁奖典礼，6
名代理商凭借优秀的
业绩和卓越的经营管
理能力，获颁“名誉员
工”光荣称号。

位于济宁高新区
滨河科技园，占地270
亩的源根石化，基础
油储存能力4 . 5万吨
以上，产成品油储存
能力1万多吨。拥有国
内先进的自动生产流

水线20余条，调和油
设备全部自动化，具
备年产各类润滑油、
脂等产品35万吨的能
力，可实现年销售收
入40亿元。据行业协
会统计，源根石化生
产的工程机械用油，
产量和销量连续9年
为国内第一名，企业
已跨入中国润滑油行
业前三强，单厂产能
位居国内第一名。

历经23年发展，
从 配 套 生 产 到 市 场
销售，从单一产品到
多元化产品结构，从
单 厂 全 国 产 能 最 大
到 建 立 第 一 家 海 外
公司，源根石化创造
了 中 国 润 滑 油 行 业
的发展速度和奇迹，
成 为 中 国 润 滑 油 行
业 技 术 与 品 质 的 代
名词。

3300日日起起高高新新区区禁禁止止烧烧散散煤煤
加快全区散煤清洁化治理，年内推广14000吨清洁煤

本报济宁9月27日讯(记者
于伟) 济宁高新区加快推进全
区散煤清洁化治理工作，年内完
成14000吨清洁煤推广目标。9月
30日起，取缔散煤销售点，禁止燃
烧散煤，10月底前，清洁煤配送至
指定地点，并逐户分发至用户。

今年济宁高新区清洁煤推广
任务目标为14000吨。除完成清洁
煤推广工作外，按照全面整治、重
点突破、标本兼治的原则，在辖区

全面开展违规经营和燃用劣质散
煤行为联合执法专项行动。

按照属地原则，各街道打击
销售和燃用劣质散煤的违法行
为，取缔不符合布点规划的储煤
场地，各煤矿不得在高新区销售
原煤，确保9月30日起，济宁市主
城区取缔散煤销售点，禁止燃烧
散煤。

按照工作步骤，在做好居民
用煤登记订购基础上，10月底前，
济宁高新区将清洁煤配送至指定
地点，并逐户分发至用户。

为做好今年清洁煤推广工
作，济宁高新区建立完善指挥部
成员单位包街道、街道科技干部
包村居、街道一般人员包用户的

“区、街道、村居”的三级网络化管
理体系，实现全覆盖、无缝隙监
管。

按照市政府清洁煤推广财政
资金奖补办法的要求和14000吨
推广量，落实200元/吨政府奖补
资金和30元/段推广奖励费。在落
实奖补政策同时，济宁高新区还
将加强督导检查，强化责任追究，
对工作推动不力、迟缓，成效不明
显的部门和街道负责人进行约
谈。对未按期完成治理任务的、或
被市政府督导检查发现的违法违
规行为的街道和部门，将严肃追
究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责
任。对因领导不力造成严重影响
的，依规依纪严肃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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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这些经营行为，就拨3255192举报

第8期“济宁市科学家青少年科技讲坛”济宁科技馆开讲

柳柳行行中中学学师师生生探探秘秘两两极极世世界界

本报济宁9月27日讯(记者 于伟 通讯
员 倪雪梅) 24日至25日，第8期“济宁市科
学家青少年科技讲坛”在济宁科技馆开讲。
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的张继民
教授，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带领300余名师生
领略两极奇幻世界。

来自柳行中学的300名师生聆听了张继
民教授生动有趣的讲座，美丽的图片把同学
们直观地带入了两极奇幻世界。影视作品中
的雪绒花，高飞的海鸟，宝石一样的冰湖一
一呈现在大屏幕上，让同学们直呼惊奇。

为让讲座更通俗易懂，张继民把有趣的
动物图片放在一起，组成一个个有趣的小故
事。在其中一组图片中，描述的是张教授及
同事们在南极为企鹅拍照、同企鹅合影的故
事，让同学们体会到科学家在极地生活的艰
难和乐趣。

在提问环节中，简单的诸如“中国在南
极有几个考察站”，难一点儿的问题有“南极
冰盖能否融化”、“为什么在北半球没有企
鹅”等等。无论是简单的题目或是难题，在场
的同学都争先恐后地踊跃回答，拓展了科技
知识，更激起了学生们探讨科技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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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中心这么好玩，十一就在这里过

创创新新创创业业交交流流会会
点点亮亮大大学学生生创创业业梦梦

源源根根的的发发展展奇奇迹迹
有有这这550000代代理理商商功功劳劳

保保安安秀秀

张继民

与学生

们互动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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