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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单位：山东泓瑞医药科技股份公司
项目名称：新建生物医药异麦芽酮糖系

列产品项目(一期)
建设地点：拟建项目在现有厂区内进行

建设，泓瑞公司厂区位于滨州市滨城化工园，
凤凰三路以东，梧桐九路以北，地理坐标北纬
37°29′13″，东经118°59′20″。

建设内容：拟建项目总投资32768.23万
元，占地面积3080m2，建筑面积5040m2，依
托现有二车间、三车间、五车间，并新建九车
间、甲类罐区、丙类罐区等，主要建设内容包
括二车间(1套异麦芽酮糖装置，产能5000t/
a)、三车间(1套愈创木酚装置，产能500t/a)、
五车间(1套HMBP装置，产能100t/a；1套三

氮唑装置，产能100t/a；1套邻苯二甲酸装
置，产能200t/a)、九车间(1套替卡格雷中间
体装置，产能40t/a(其中替卡格雷中间体Ⅰ
20t/a，替卡格雷中间体Ⅱ20t/a)；1套3-羟基
吡咯烷装置，产能50t/a；1套二甲酸钾装置，
产能20000t/a)。

工作制度：新增劳动定员120人，实行三
班制，每班8h，年工作300天。

二、建设项目名称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山东泓瑞医药科技股份公司
联 系 人：张松松
联系电话：18506492966
E-mail：hryy0543@163.com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编制单位：山东新达环境保护技术咨询

有限责任公司
四、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获取方式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http://www.hollyally.com/list_detail.
php?id=40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查阅方式和途
径：滨州市滨城区凤凰三路以东，梧桐九路以
北山东泓瑞医药科技股份公司档案室。

五、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公众范围：厂界周围5.0km范围内
六、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关于发布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配套文件的公
告（附件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
表）下载链接：

关于发布《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配套文件的公告

七、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对建设项目有环境保护意见的，可通

过电话、信件或E-Mail向山东泓瑞医药科技
股份公司进行意见表述，也可将自己的意见形
成书面文字送至当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
中，公众均可向山东泓瑞医药科技股份公司
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八、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本公告信息发布日期起5个工作日内。

公告发布单位：山东泓瑞医药科技股份公司
发布日期：2020年9月16日

山东泓瑞医药科技股份公司新建生物医药异麦芽酮糖系列产品项目(一期)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征求意见稿公示

遗失声明
联系电话：3186726 18654306492

博兴县乔庄镇焦常村村民委员会常建光法人章不
慎遗失，声明作废，且寻回后不再使用。

滨州金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丢失，编码：
3723010023522，因不慎遗失，声明作废，且寻回后不再
使用。

山东省博兴县社会劳动保险事业处开户许可证正
本丢失，核准号：Z4666000004001，声明作废。

山东省博兴县社会劳动保险事业处开户许可证正
本丢失，核准号：Z4666000003901，声明作废。

山东省博兴县社会劳动保险事业处开户许可证正本
丢失，核准号：Z4666000019001，声明作废。

滨州职业学院开户许可证正、副本丢失，核准号：
Z4660000003901，声明作废。

拍卖公告
受山东万思顿食品有限公司

管理人委托，滨州产权交易拍卖中
心定于2020年10月14日上午10
时对山东万思顿食品有限公司破
产资产一宗面向社会公开拍卖。
资产整体拍卖，包括低值易耗品、
房屋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
备、土地使用权，标的详情参见评

估报告等相关文件，具体以现场看
样为准。

本次拍卖会采用网络拍卖方
式。有意竞买者请持有效身份证
件及竞买保证金1000万元（以实
际到达拍卖人账户为准），向本中
心报名。竞买不成功保证金三个
工作日内不计息退还。（户名：滨州
产权交易拍卖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帐号：15742101040006552 开户

行：农行滨州渤海支行）
报名时间：公告之日起至2020

年10月13日16时
报名地点：滨州市黄河五路

338号滨州日报社3楼
拍卖地点：本中心网络拍卖大厅
联系电话：0543- 3387939

13954398699（王先生）

滨州产权交易拍卖中心
2020年9月21日

本期问政关键词：
谁靠近大海，谁就靠近世界。渤海之

滨，黄河之州，天赐福地，滨州人民从来没
有停下迈向海洋的步伐。

感恩海洋，经略海洋，深度融入。任
何缺位错位，都无缘蔚蓝梦想，任何迟钝
懈怠，都愧对黄金海岸。爱大海，爱滨州；
拥有大海，拥有未来!

本期《问政滨州》关键词——敬畏海
洋。

监督促整改，问政促落实。9月16日
晚7点30分，滨州电视台首档融媒体直播
问政栏目《问政滨州》播出，滨州市海洋发
展和渔业局接受问政。

本期节目中播放的问政短片分别涉
及乔庄南美白对虾产业如何做大做强、盐
田虾品牌如何再响些、渔民收不到海洋气
象预报、河中遍布“迷魂阵”等海洋和渔业
发展中的焦点问题。针对短片中提出的
问题以及主持人的提问，滨州市海洋与渔
业部门负责人一一作出详细解答。

乔庄南美白对虾产业做大
做强路在何方？

市海洋发展与渔业局：探
索网上交易、引进生产线

近年来，博兴县乔庄镇水产主导品种
南美白对虾养殖产业发展前景良好，成为
群众增收致富的拳头项目。2019年，博兴
县被中国渔业协会授予“中国白对虾生态
养殖第一县”，乔庄镇被授予“中国白对虾
生态养殖第一镇”，“滨州对虾”更是获得
国家地理标志认证。在各级政府相关部
门努力下，对虾产业的增产增效让养殖户
们的钱包鼓了起来。面对问政记者的采
访，养殖户心里也有“苦水”。

近日，乔庄镇东三新村一位对虾养殖
户告诉问政记者，今年50条一斤的虾只能
卖十二三元一斤，按照往年长势，成虾能
卖到二十七八元一斤。他说，今年春天上
的虾苗都很好，但是秋后第二茬苗出现了
长势慢的情况，应该和苗种有很大关系。

“水产部门监管的力度相对来说有可能是
稍微欠缺点儿。”他希望，相关部门严把苗
种质量以及加大技术跟踪服务，避免让老

百姓产生更大的损失。
在南北美对虾销售方面，养殖户们反

映，整个乔庄没有大型的交易市场和交易
平台，通常是自己卖自己的。一位对虾养
殖户表示，虾贩子从咱这边拉上虾30元/
斤，转手卖四五十元一斤，利润让他们占
了。由此可见，以个体往外批发的模式导
致养殖户在收购商面前并没有议价权，养
殖户们的利润空间被大大压缩了。

针对这一问题，养殖户们希望政府部
门能够帮助建起水产批发平台，价格由养
殖户和政府部门集中商议调节。一位养
殖户说：“目前乔庄镇的对虾产业还是以
鲜活产品销售为主，深加工领域较弱，附
加值提升不够明显。希望乔庄镇作为‘中
国白对虾生态养殖第一镇’能更好地体现

‘第一镇’的实力与优势，做到对南美白对
虾的粗加工深加工。如果这个深加工产
业做起来，可能一年四季就有虾卖了，咱
们可以到深加工厂里干活，农闲的时候也
挣钱。”这也是众多养殖户的心声，产业做
大做强，延伸产业链是关键。

滨州市委海洋委办公室主任、市海洋
发展和渔业局党组书记、局长邱希敏表
示，以前养殖户所用虾苗主要是靠进口，
这几年基本是使用滨州本地培育的虾苗
了，下一步将加大科研力度，进一步把虾
苗从亲本到育苗再到标粗，各个环节都严
把质量关，保证虾苗质量，保证养殖户权
益。

“养殖户一直是使用塘边议价的方式
出售对虾，但这种方式比较传统，并不利
于对虾产业的长远发展。从去年开始，我
们开始引导养殖户探索网上交易。再者，
滨州部分企业也引进了对虾生产线，延伸
对虾产业链。”邱希敏表示，近日我市组织
开展第一届滨州对虾节活动，进一步把对
虾产业做大做强，提高品牌附加值。

盐田虾品牌如何再响些？
市海洋发展与渔业局：已

申报“中国盐田虾之乡”

说到滨州的虾养殖产业，除了博兴县
乔庄镇的南美白对虾，生长在渤海岸边的
盐田虾，也是一个赢得了业内认可的品

牌。不过与前者不同的是，虽然盐田虾已
经形成了一套集育种育苗、海水养殖和冷
藏加工于一体的产业链，却仍然面临着

“酒香也怕巷子深”的问题。
现场播放的问政短片显示，位于北海

经济开发区的渤海水产股份有限公司是
鲁北地区规模化的水产品生产企业，主要
从事南美白对虾的育种育苗、海水养殖、
饲料生产、冷藏加工等业务，并成功打造
了盐田虾品牌，远销日本。

“我们生产的盐田虾虽然质量上乘，
但产量比较低，在国内市场上品牌打得也
不够响。”渤海水产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
长张荣安介绍说，“总体来说，还是希望政
府在品牌上可以做一些支持，多做一些宣
传。”

“自2018年起，连续三年的政府工作
报告都提到了发展海洋经济的相关内容，
可见政府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尤其是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做大渤海湾区
域品牌，也和这家企业的诉求相契合，作
为主管部门如何贯彻落实市里的要求？”
督办员文然带着问题进入督办环节。

邱希敏表示，近年来，围绕虾贝虫藻
经济，打造全国优质畜牧水产基地，海洋
渔业部门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首先，
重点加强品牌的宣传力度，从去年开始组
织举办关于苗种的论坛，推荐滨州人用自
己培育的苗种；其次，今年开始做“脊岭
岛”盐田虾的注册工作，中国渔业协会认
证滨州为“中国盐田虾之乡”，并在第一届
滨州对虾节上举行授牌仪式，在对虾高峰
论坛上为滨州 10家企业授权使用该标
志。同时，邱希敏表示，授权后，滨州其他
盐田虾养殖企业都可以使用“中国盐田虾
之乡”这个标志。

针对问政问题，问政代表付春华表
示：“我也是一名养殖户，中国海洋渔业协
会的认证能起到一定促进的作用，但和品
牌注册还是两回事，养殖户心有余而力不
足，很想把品牌拿下来，希望政府能给我
们一定的帮助。”

海洋预报可有可无？
市海洋发展和渔业局：年

底预计能够实现精准推送

无棣县马山子镇岔尖村村民大多靠
捕捞和浅海滩涂养殖为业，是我市典型的
渔村，村里几乎家家有渔船，出海打渔是
岔尖渔民的主要生活方式。对于渔民来
说，海洋气象预报关系到生命财产安全，
气象预报的准确性对于防灾减灾也起到
了决定性作用。

近日，问政记者在岔尖渔村走访调查
时发现，该村渔民出海打渔时基本都是靠
潮汐、渔获等软件查看海洋气象预报，天
气、风力、浪高、潮汐等数据在这些软件
上也是一目了然。当记者问到当地海洋
渔业局是否发送天气预报时，渔民表示，
只有大风等恶劣天气时，他们会收到提
醒，日常预报是收不到的。有的渔民反
映，有时海洋渔业部门发的信息还会延
迟，即使发预报，渔民还是习惯看软件上
的预报，他们觉得政府部门的气象预报
可有可无。

对此，邱希敏表示感到很惭愧。他随
即表示，海洋预警预报是海洋渔业部门的
一项基本公益服务职能，这项工作很重
要，关系着广大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短
片中反映的问题，体现了工作中存在的三
个不到位：一是制度衔接不到位，二是海
洋渔业部门服务不到位，第三是能力上还
不到位，特别是服务还不到位，解决服务
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有欠缺。

督办员文然现场继续发问：“您提到
了‘服务’这个词，近年来我们一直在提倡

‘放管服’改革，您觉得在这项工作中我们
是不是也算是一种服务的缺位？目前我
们发布预报的方式和预报的内容起到了
防灾减灾作用了吗？与群众需求相比是
否还有一定的距离？”

邱希敏表示，海洋预报的精准性、及
时性还存在不足，刚才说到了打通“最后
一公里”，包括这种精准推送、精准服务
的问题。目前也正在做着几项工作，一
是积极对上争取加强北部沿海的基础设
施建设，包括验潮井、观测站，争取上级
更大的投入和合理的位置设计，下一步
将增强整个数据的准确性。二是探讨通
过微信公众号定点准确地提供给每一个
市民每一个渔民，预计能在年底实现精
准推送。

针对邱希敏的回答，现场问政代表付

建芳表示，希望渔业部门可以多征求渔民
的需求，提升改善预警信息软件服务，更
好地为渔民提供及时有效精准的信息。

河中遍布“迷魂阵”？
市海洋发展和渔业局：下

一步开展内陆河道专项整治行
动

河湖生态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重
要的作用，在江河湖泊中采用电击鱼、炸
鱼、用粘网粘鱼、设置“迷魂阵”等毁灭性
的捕鱼行为均属于违法行为。

现场播放的问政短片显示，“迷魂阵”
捕鱼网具普遍存在。在秦口河沾化区大
下洼村段，记者看到河水中密密麻麻插着
很多竹竿，在河道转角处布置了多处“迷
魂阵”。附近村民告诉记者，这叫“地笼迷
魂阵”，是用来逮鱼的，附近很多。

记者了解到，鱼一旦游进“迷魂阵”，
不论大小都能全部打尽，这类捕鱼网具对
渔业资源损害巨大，严重影响水生态平
衡，是明令禁止的渔具。记者在调查中发
现，该河段“迷魂阵”多集中在下洼闸南
侧。“海洋与渔业局不管吗？”对此，村民心
存疑问。调查显示，以秦口河下洼闸为
界，往北有相关部门在监管，往南却处于
无人监管状态。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清波河无棣县
佘家镇牛东村段和小米河西小王镇东黄
村段，站在牛王庄桥上，东西两侧河水中
的多处“迷魂阵”清晰可见。村民告诉记
者，用这种方式捕鱼很常见，下网后就等
着择日收网。

“‘迷魂阵’、地笼等禁用渔具对渔业
资源损害巨大，严重影响了水生态平衡，
海洋与渔业部门去检查排查过吗？到老
百姓中间做过宣传吗？”对于提问，邱希敏
直言，这几年市海洋与渔业部门的精力主
要放在了海域管理，内陆河道的监管有些
不到位，下一步将加大监管和依法管理力
度，加大宣传力度，加大巡逻力度。同时，
还将专门开展内陆河道整治专项行动，落
实农业农村部的文件要求。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康曌 整理）

乔庄南美白对虾产业做大做强路在何方？盐田虾品牌如何再响些？海洋预报可有可无？

滨州市海渔局对《问政滨州》曝光问题作出详细回应

自2020年9月21日起，凡持有山东省居民身份证
的客户，如在滨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
积金贷款、提取、公积金冲还贷业务，在“爱山东APP”
申领并出示身份证电子信息，即与身份证原件具有同
等效力。

特此公告。
滨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20年9月16日

滨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关于启用身份证电子信息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