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孙
文杰 报道）10月8日，记者在阳信
县润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看到，伴
随着轰隆隆的机械声和传送带的快
速运转，鲜湿的玉米脱粒后被传输
堆积到湿粮库，再经过粮食烘干工
序，金黄的玉米粒便如瀑布般从高
耸的传送出口哗啦啦倾泻而下。公
司负责人张凤霞告诉记者，公司设
备24小时运转，每天可烘湿粮400
吨、出干粮200吨。

当前正值秋收秋种关键时期，
我市发生连续降雨，给农业生产带
来了十分不利影响。一方面，由于
田间泥涝严重，机械无法进入收获，
许多农户靠人力将玉米抢收回家；
另一方面，收获后的玉米因得不到
及时充分晾晒，易造成发霉、发芽现
象。关键时期，像润丰农业一样，我
市各县区农业龙头企业、农机合作
社积极发挥自身农业机械优势，开
足马力运转，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张凤霞介绍，今年受降雨影响，
玉米穗水分多，公司以每公斤1.2元
的价格收购农户玉米，每户每亩可
收入1200元，比起以往年份，农户
每亩玉米收入没有明显减少。她介
绍，当前公司收购烘干的玉米均来
自小农户，因为今年玉米锈病发生
较重，小农户多未加入统防统治，玉
米植株有早枯情况。种植大户因前
期对锈病进行了统防统治，玉米植
株未发生早枯情况，预计还有一周
左右开始收获。

在阳信县河流镇，记者看到农
户有的趁着天放晴晾晒玉米，有的
正在抢排田间积水。豆腐店村一位
村民一边忙着剥玉米皮，一边告诉

记者，一家四口有的在地里掰棒子，
有的往回拉，一下午收获了半亩
地。正在抽水排涝的烟花陈村村民
于建强告诉记者，眼前自己承包的
这50亩玉米田没有倒伏现象，次日
就能排完积水了。他介绍，自己还
有400余亩玉米全部由润丰农业托
管，过几天田间能进机械后将进行
收获和烘干。

据了解，阳信县润丰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土地托管、高素
质农民培训、农资供应、农机服务、

技术指导、农业飞防、测土配肥、土
壤改良、粮食烘干回收、销售等于一
体的农业社会服务龙头企业，拥有
各种大型农机具1367台。公司积
极开展农机化订单作业，目前已流
转、托管河流镇等 6 个乡镇农田
68000余亩，为农户提供统一订单
种植、统一对接保险企业、统一采购
农资、统一安排农机作业、统一技术
培训、统一回收粮食“六统一”服务，
可为种植户每年每亩节省260至
280余元，为村集体每年增加收入

2-3万元。
张凤霞介绍，截至10月8日，公

司已收获玉米6000余亩，占服务总
面积的10%。她表示，面对今年持
续阴雨天气，润丰农业将积极发挥
龙头企业带头作用，在农业农村部
门的大力支持下，协调了23台履带
式玉米收获机、10台籽粒收获机将
于13日前全部到位。下一步，公司
将强化措施，继续加大玉米收获、烘
干力度，确保粮食品质，尽最大努力
把秋粮损失降到最低。

设备24小时运转 一天可烘干玉米400吨
滨州润丰农业发挥龙头企业带头作用，开足马力运转，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润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积极收购烘干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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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孙
文杰 通讯员 李明刚 杨会清 报道）
近日，在山东省“技能兴鲁”职业技
能大赛——首届高素质农民（农机
驾驶操作员）技能大赛上，我市代
表队荣获“团体优胜奖”和两项“优
秀选手奖”。

此次技能大赛在临沂市举行，
由省农业农村厅、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省总工会联合主办，来

自全省16市的80名选手参加角
逐。竞赛内容按照国家职业标准
的高级工要求设置，围绕“机收减
损”主题，结合“三秋”农业生产实
际，设置了联合收割机技术维护及
常见故障诊断排除、联合收割机场
地驾驶和拖拉机场地驾驶项目，考
察选手理论知识水平以及对拖拉
机、收获机模拟作业环节操作的平
稳度和精准度。

滨州代表队在全省
高素质农民技能大赛上
荣获“团体优胜奖”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孙
文杰 报道）进入10月，滨州中裕
食品有限公司今年种植的万亩优
质水稻籽粒饱满、香气四溢，离预
计的收割时间越来越近了。

“再过几天就能收获了，看这
长势亩产可达1000斤左右，目前
我们已做好了人工、机械、仓储等
各项准备工作。”种植基地工作人
员高兴地告诉记者。他介绍，这片
水稻田能长成这样可不容易，这片
土地过去是盐碱地，小麦、玉米等
产量只有170公斤左右。

2018年，中裕食品发挥紧靠
韩墩灌区为优势，综合利用黄河泥
沙、自身粮食加工循环产业链中养
殖粪污发酵产生的沼液、增加土壤
中的矿物质，以及挖沟蓄雨水等手
段，有效增加了土壤的活力，改善
了土壤的结构，大大降低了土壤的
盐碱程度。

今年6月，该公司优选种植了
“金稻 919”“津原 U99”“稻花
香”3种高端优质品种，聘请专业

团队，按照农业农村部的绿色食
品规程进行种植，对整个区域实
行封闭式管理，确保了水稻生长
质量。其中，“金稻 919”“津原
U99”达到了农业农村部“食用
稻品种品质”一级标准，“稻花
香”品种香甜软粘，饭粒表面油
光诱人。与此同时，中裕种植基
地里的玉米、大豆也将陆续收割，
一派丰收的喜人景象。

滨州中裕食品有限公司是一
家集高端育种、订单种植、生猪养
殖、食品加工、餐饮商超服务等十
大板块于一体的小麦全产业链绿
色循环生产企业，近年来深入贯彻
国家藏粮于技、藏粮于地要求，按
照“企业＋基地＋农户”模式，建立
了6.5万亩优质小麦种植基地，辐
射带动周边发展优质强筋小麦订
单种植200万亩，带动农户35万
户，有力助推了乡村振兴。2020
年，该公司获评“中国十佳粮油标
杆品牌”，获评“全国绿色食品（小
麦）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园”。

准备收割了
滨州中裕改良盐碱地
种出香喷喷高产大米

遗失声明
联系电话：3186726 18654306492

邹平圆鸿物流有限公司鲁MCK613（黄色）
道路运输证丢失，证号：371626631296，声明
作废。

杨建邦丢失阳信美豪居置业有限公司2020
年12月17日开出的购房定金收据，收据编号：
4720660，金额贰万元整，声明作废。

博兴县锦秋街道西闸社区卫生室开户许可证
正本丢失，核准号：J4666001304102，声明
作废。

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开户许可证副本
丢失，核准号：Z4660000043204，声明作废。

滨州市信和盛运输有限公司鲁MCP618
（黄色）道路运输证丢失，证号：371602100166，

声明作废。
李鹏飞（372325199008014416）的全国

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毕业证就业报到证丢失，号
码为MMXIII3694593，声明作废。

邹平市明集镇二辛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农村集
体 经 济 组 织 登 记 证 正 副 本 丢 失 ，
N2371626MF2673959E，声明作废。

邹平市西董街道樊大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农
村 集 体 经 济 组 织 登 记 证 正 副 本 丢 失 ，
N2371626MF2934135J，声明作废。

邹平市孙镇有里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农村集体
经 济 组 织 登 记 证 （ 正 本 ） 丢 失 ，
N371626MF2865192B，声明作废。

赵海燕（372324197803030022）丢失房
产证，号码为06549，声明作废。

受有关单位委托，我中心定于2021
年12月14日上午10时起在滨州公共资
源产权（要素）交易大厅（http://www.
bzggzyjy.cn/bzweb/cqjydt/024001/）
以网络动态报价方式公开处置山东省调
水工程运行维护中心滨州分中心综合服
务楼三年租赁权一宗。自由报价期：自
2021年10月12日10时起，限时报价期：
自2021年12月14日10时起。

符合竞买方资格要求（详情参见交易
大厅）的竞买申请人须提前注册登录滨州
公共资源产权（要素）交易大厅提交竞买
申请，自动获取账号并按要求足额缴纳竞
买保证金。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
2021年12月13日16时（以银行到账时

间为准）。本次公告所涉及资产只接受网
上竞买申请，通过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即
时到账（竞买申请人名称和交款方名称须
一致）。

竞得入选人须在竞价结束后登陆竞
价平台进行身份验证，同时下载成交确认
书并在买受人处盖章（或签字），携带本人
（单位）有效身份证件及复印件到标的所
在单位办理成交确认手续。

标的展示时间：2021年11月12日-
12月13日

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展示电话：18654318378
中心地址：滨州市黄河八路355号
中心电话：0543—3165921 3165536
技术支持电话：0543-3165525

滨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1年10月12日

国有资产处置公告
受有关单位委托，本中

心定于2021年8月24日上
午9时对以下资产面向社会
公开拍卖。

标的简介：车辆七辆（包
括雅阁、尼桑、别克、捷途、捷
达、吉利），办公家电家具一
宗（包括电脑、空调、办公家
具等），气象专用设备一宗
（包括电阻测试仪、电阻
等）。标的详情请电话咨询，
具体以现场看样为准。

本次拍卖会釆用网络拍
卖方式。有意竞买者，请持

有效身份证件并缴纳保证金

2万元等向本中心报名。竞

买不成功保证金三个工作日

内不计息退还。

报名及展示时间：自公

告之日起至2021年 8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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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 询 电 话 ：0543-

3387939 13705437965

滨州产权交易拍卖中心
2021年8月17日

拍卖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原国土资源部《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法律法规规定，经滨州市人民政府批准，滨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1宗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设计主要指标

滨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滨自然资规告字[2021]23号

编号

2021-

K065

不动产单元号

37160211104

5GB00043

土地位置

长江四路以北、

渤海二十路以西

出让面积

（平方米）

21768

土地用途

商服

出让年限

40

规划设计主要指标

容积率

不小于1.5且不大于2.0

建筑密度

不大于35%

绿地率

不小于20%

增价幅度

（万元）

50

起始价

（万元）

556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5560

二、竞买人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

他组织（法律另有规定者及已购买滨州市区土地

而未交清土地出让金或未按土地出让合同约定开

发的除外），均可参加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

上挂牌出让活动。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

联合申请。

三、出让文件获取方式

本次网上挂牌出让宗地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

求，见网上挂牌出让文件。竞买申请人可登录滨州

市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中 心 网 站（http://www.

bzggzyjy.cn/）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

（以下简称网上交易系统）查看和打印出让文件。

四、竞买申请及竞买保证金缴纳

本次公告所涉及地块只接受网上竞买申请。

竞买申请人须携带相关有效证件到滨州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三楼信息录入窗口或滨州市行政

审批服务局（二楼D06CA滨州中心窗口）申请办

理数字证书后，方可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申请

并参与竞买（已办理过数字证书的竞买人可直接

登陆网上交易系统使用）。

竞买申请人须在2021年11月9日16时30

分前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竞买申请，并按要求

足额缴纳竞买保证金。

竞买保证金到账的截止时间为：2021年11

月9日16时30分。

五、网上挂牌时间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时间为：

2021-K065号地块：2021年 11月 1日8时

30分至2021年11月11日9时。

挂牌报价时间截止时，经系统询问，有竞买人

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系统自动进入网上限时竞

价程序，通过竞价确定竞得入选人。

六、确定竞得人的方式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按照

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入选人。滨州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对网上挂牌的竞得入选人进行资格审

查。审查通过者确定为竞得人。

七、联系方式

滨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联系电话：0543-3186937

联系人：孙女士

滨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电话：0543-3165508

联系人：杨女士

数字证书办理电话：

0543-3165535

联系人：李女士

0543-3172206

联系人：徐女士

2021年10月11日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孙文
杰 通讯员 丁洁 报道）10月8日，市
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抽调技术骨干组
建了8个“三秋”农业生产技术指导
服务团队和2个特色果蔬产业专业
技术服务团队，迅速深入田间地头
开展实地技术指导，全力争取秋收
作物颗粒归仓和秋种顺利进行。

9月以来，我市阴雨连绵，给“三
秋”生产带来不利影响。为科学防灾
减灾，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积极作为，

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分析“三秋”生产形
势，并制定了《关于应对阴雨天气做好
秋收秋种工作的技术指导意见》。

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提出玉米
分类收获意见，指出对已经成熟并
且有倒伏现象的地块要抓紧开展人
工收获，做到颗粒归仓；对玉米尚未
成熟，籽粒含水量比较高的地块可
再等7到10天，待大型机械能进地
时再进行收获，这样可以大幅降低
收获成本，减少机损；对一些玉米成

熟或植株枯死的地块要抓紧进行抢
收，抢收时一定要与晒场、烘干环节
相衔接，确保收获后能及时晾晒、烘
干，防止霉变或发芽。

围绕冬枣等特色产业发展，市农
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指导服务团队深
入生产一线，采取科技大集、微信、面
对面、发放明白纸等多种形式，帮助农
户解决当前生产中遇到的难题。

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提醒，今
年的小麦播期延迟，用种量加大，以

10月10日为期限，每晚播两天，增
加种量0.5公斤。种植户要积极联
系种源，做好芽率试验，确保种子数
量和质量；要适当加大施肥量，补充
由于近期降雨量大造成的土壤养分
损失；要在播前单独粉碎一遍秸秆，
最好结合秸秆粉碎增施有机肥，以
提高土壤肥力和透气性，如不能有
效处理秸秆，可多旋耕几次；要适墒
播种，过湿播种不宜镇压，影响出苗
并造成烂种。

我市农技骨干组团一线指导秋种秋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