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开河引黄灌区涉及滨城、惠民、
阳信、沾化、无棣5县区，受益人口近
50万人，设计灌溉面积66万亩，年设
计引水3.93亿立方米。小开河引黄灌
区本着“供需协调、综合平衡、宏观控
制、厉行节约”的原则，多途径、多措施
节约水资源，努力建设节水型灌区。
经过工程和技术改造提升，灌区在保
障运行安全、降低运行成本、节约灌溉
用水、提高管理水平等各方面取得明
显效益。

实施科学调控。根据引黄指标与
用水需求，随时调整供水方案，及时调
控引水闸门及节制闸。实行错峰供
水，合理解决灌区上下游需水矛盾，确
保了工程的安全运行及减少水资源浪
费。开展节水改造。从1998年开始，
灌区先后开展了 15 期续建配套与节
水改造工程项目建设，对渠道采取砼
衬砌及塑膜防渗措施，建成骨干建筑
物147座，渠道衬砌率达到89%，提高
了水资源有效利用率。推进科技赋
能。采取大比降远距离输沙技术，开
创了远距离输沙的先例。采用先进测
水量水技术，增设智能化轨道式测流
车和涵式超声测流、无喉道测流、电磁
式明渠流量计等测流设施。2020 年
实现灌区精准测流，水量分配和水量
调度更加精准细化，干渠用水计量率
达到100%，水费收缴率达到100%，年
可节水 1500 万立方米。经灌溉水有
效利用系数测算分析，灌区灌溉水有
效利用系数为 0.62，位列全省同规模
同类型灌区先进行列。

小开河引黄灌区：

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0.62
居全省先进行列

韩墩引黄灌区总控制面积225万亩，设
计灌溉面积96万亩，多年平均年引水量2.78
亿立方米。灌区把建设节水型、生态型、服
务型灌区作为奋斗目标，因地制宜，采用先
进适用的节水技术和措施，建立健全节水管
理制度和用水台账统计体系，渠系水利用系
数为0.63。灌区相继实施了节水技术改造
和全国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
至 2020 年，完成改造总干渠控制性建筑物
21座，全长29.14公里的总干渠全部完成边
坡衬砌、全断面防渗，衬砌率100%。输水效
率大为提高，跑冒滴漏大为减少。2020年度
灌区灌溉供水保障率达到100%。

推广应用农田节水技术措施，推动灌区
乡镇对受水农田采取“大畦改小畦、长畦改
短畦、宽畦改窄畦”工程，有效改变了大水漫
灌的灌溉方式；对大田作物采取深耕松翻、
秸秆覆盖、覆膜保墒等节水措施；利用雨季
截渗和排涝沟节制闸拦蓄排水系统排出的
雨水浇灌用玉米、棉花、果树等作物。发挥
工程综合节水作用，对灌区灌溉尾水列入引
黄补源实施方案，排入当地徒骇河、潮河、胡
营河等主要河道和各级灌排两用沟渠，与雨
水及自然河道汇并加以拦蓄，作为高效智能
节水灌溉系统水源的重要补给。加快升级
灌区信息化建设，立足现代化智慧灌区建
设，持续加大资金投入，积极推行供水总量
控制和用水定额管理，完善计量、监测设施，
实现智能化管理、精准化测流。2019年灌区
县界测流设施全部实现桁架式自动化测流，
通过电脑实时远程一键操作，灌区干渠取水
口计量全覆盖，部分区域实现了计量到户，
有效地增强了各用水户的节水意识，年可节
水近3000万立方米。

韩墩引黄灌区：

加快智慧灌区建设
灌溉供水保障率达到100%

白龙湾引黄灌区位于惠民县东部、
黄河下游左岸，现设有总干渠1条、干渠
2条，覆盖人口17.3万人，设计灌溉面积
35万亩，年总可供水量1.18亿立方米。
近年来，灌区积极实施全国大型灌区续
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衬砌干渠
32.33 公里、支渠 24.67 公里，配套改造
建筑物118座。项目的实施，有效地改
善了灌区的生态环境，促进了灌区节
水，使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
极大地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条
件。

白龙湾灌区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在
保证灌区安全高效运行的基础上，提高
水利用率。在供水调控方面，大力改善
引水条件，合理分配、调控供水。抢引
抢蓄黄河水，在灌溉期前储备水源，集
中力量向下游乡镇供水，缓解用水危
机。在行水通畅方面，及时解决引黄闸
淤积，对渠道定期进行清淤，拆除或改
建渠道内的老旧阻水设施，确保渠道畅
通。持续进行渠道巡查，对灌区内发生
的引水问题早发现、早研判、早预警、早
处理。杜绝老百姓向渠道内倾倒垃圾
现象，及时清理渠道内农作物秸秆和生
活垃圾，有力保证渠道畅通和水质安
全。在提高水利用率方面，实施渠底衬
砌防渗，减少渗水流失；定期对损毁闸
门及附属建筑物进行安全检查，避免跑
冒滴漏现象发生。在测水量水方面，完
善测水量水程序和职责，建立惠民县灌
区监测平台，在各分水闸安装测水量水
设备，实时掌握灌区各类信息数据，实
现水量计量到乡镇的目标任务。

白龙湾引黄灌区：

完善运行机制
提升管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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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市各引黄灌区围绕建设“节水
型”灌区，抢抓政策机遇，深挖项目潜力，积极
争取项目资金，大力推进工程与技术“双轮”驱
动战略，全面实施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

目，智能化测流、计量等管理技术不断提升，节
水管理成效显著。在2021年市水利局等12部
门联合开展的“滨州市节水标杆单位”培育和
遴选工作中，根据灌溉供水保障率、有效灌溉

面积占比率、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用水计量
率、灌区管理、节水宣传6项评价指标，评选出
小开河引黄灌区、韩墩引黄灌区、白龙湾引黄
灌区三个灌区为节水标杆单位。

编者按：为深入贯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坚持“节水优先”思路，加快形成“政府推动、标杆带动、行业联动、全民行动”
的节水工作新格局，2021年，我市在农业、工业、城镇服务业等重点用水领域开展了“滨州市节水标杆单位”培育和遴选工作。经过遴选审核，小
开河引黄灌区、滨城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山东滨化滨阳燃化有限公司、滨州工业园、滨州职业学院等26个单位被评为2021年“滨州市节水
标杆单位”。为展现各节水标杆单位节水成效，今日起，本报推出滨州节水标杆系列报道，将分别对灌区、农业产业园、企业、工业园区、公共机构
5类26个节水标杆进行宣传。

>>>2021年滨州节水标杆系列报道之一

工程与技术“双轮”驱动引黄灌区节水精量化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孙文杰 通讯员 田静 王春海 王龙

遗失声明
联系电话：3186726 18654306492

惠民县润航培训学校有限公司民办
学 校 办 学 许 可 证 副 本 丢 失 ，教 民
371621201908093号，特此声明。

王红波丢失阳信县教育局于2001年
12月31日颁发的初级中学教师资格证,
证号：20013713630000562，特此声
明。

滨州嘉瑞物流运输有限公司公章丢
失，公章编号3723053005994，声明作
废，且寻回后不再使用。

滨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财政局银行
开 户 许 可 证 丢 失 ，核 准 号 ：
Z4660000066402,特此声明。

刘春芳与滨州洪基置业有限公司于
2019年9月16日签订的住房买卖合同

(备案)丢失，合同编号:201909160012，
特此声明。

滨州市艺阁天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3723013002268；财务专用
章编号：3723013002269，发票专用章
编号：3723013023215,不慎丢失，声明
作废，且寻回后不再使用。

滨州市艺阁天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602MA3DCRBQ6F,特此声明。

阳信永展清真绿色科技牧业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副本丢失，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71622695423092G，声 明作
废。

滨州市合力装饰有限公司公章丢失，
公章编号：3723010054396；财务专用
章编号：3723010054397,声明作废，且
寻回后不再使用。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1年12
月10日10:00在中拍平台（http://
paimai.caa123.org.cn）对博兴县体
育中心看台沿街商品房经营权公开

拍卖。详细拍卖信息见滨州博兴县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http://jypt.
bzggzyjy.cn/bxweb/）。

联系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15854356901

金诺国际拍卖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30日

金诺国际拍卖集团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金国拍公字【2021】第442号

兹有本人于圣美（身份证
号 ：372301195506240345）
于2013年1月3日在滨州中
兴金店购买返现活动产品2

件，原始票据XS130103045、
XS130103053 丢失，现声明
作废。待返现金 10483元，
双方协商一致于登报声明后
结清。

证明人：于圣美、王岩
2021年11月30日

声 明

滨州北海瑞格金属新材料有限公司绿色低碳循环利用改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公示
《滨州北海瑞格金属新材料有限公司绿色低碳循环利

用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
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办法》对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情况进行公示。

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滨州北海经济开发区铝产业园
区、滨州北海瑞格金属新材料有限公司现有车间内（滨
州北海经济开发区科技孵化器园区A5车间）。项目总
投资900万元，将现有4台熔保炉原料由纯铝水调整为
铝合金废料与纯铝水混合的生产模式，同时新增一台铝
灰处理设备（球磨+筛分），建成后可回收利用收汽车铝

合金废料27790t/a，年产汽车结构件用铝合金材料8.8
万t/a，改造前后产品种类及总产能不变。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下载查阅的网
络链接为：http://www.sdbh.gov.cn/art/2021/11/
26/art_196923_10292173.html。

本次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滨州北海瑞格金属新材料
有限公司厂区周边3km范围内的居民和单位。公众对本
项目的建设有任何意见，可下载“公众意见表”进行填写，在
公示期内通过电子邮件或电话形式反馈给建设单位或环评
单位。“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为：http://www.sdbh.gov.

cn/art/2021/11/26/art_196923_10292173.html。
建设单位联系人：时经理，电话：19954363123；

邮箱：shiyinfa@regal-metal.com
建设单位地址：滨州北海经济开发区科技孵化器园

区A5车间
环评单位联系人：杨工，电话：0531-81795815转

8018；邮箱：jn1608@126.com
公示日期：2021年11月25日-2021年12月1日

滨州北海瑞格金属新材料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25日

2019年7月30日，滨州北海经济开发区环境保护
局以滨北海环字[2019]29号批复了《山东滨华新材料
有限公司碳三碳四综合利用项目（一期）环境影响报告
书》。随着项目设计的深入，60万吨/年丙烷脱氢装
置、80万吨/年丁烷异构化装置建设内容发生变化，针
对变化装置本次开展变更环境影响评价。

山东滨华新材料有限公司碳三碳四综合利用项目
（一期）变更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征求意见稿基本形成，
网上下载查阅地址为：https://pan.baidu.com/s/

1dfLiqjrHnUaIfoCla-lrRg 提取码：qfak。
现进行公众意见调查，调查范围为山东滨华新材

料有限公司周边5km范围内的居民和单位。
调查方式为下载调查问卷进行填写反馈或者电话

反馈，调查问卷下载地址为：http://www.mee.gov.
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
665329.html。

调查日期为2021年11月25日至2021年12月1
日五个工作日。

反馈信息方式：调查表意见可邮寄或发送电
子邮箱。

建 设 单 位 联 系 人 ：高 部 长 ，联 系 电 话 ：
15305437289；

建设单位地址：滨州市北海经济开发区滨州临港
化工产业园山东滨华新材料有限公司内；

环评单位：山东海美侬项目咨询有限公司。
山东滨华新材料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25日

山东滨华新材料有限公司碳三碳四综合利用项目（一期）变更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公示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康
曌 通讯员 刘真真 报道）近日，无
棣县检察院立案监督的宋某某拒
不执行法院判决案一审宣判，被告
人宋某某犯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看似简单的案件背后，是无棣县人
民检察院对案件历时数月的跟踪
监督。

2016 年 5月 5日，无棣县人
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书，被告人
宋某某因交通肇事致李某某死
亡，判决其赔偿李某某近亲属死
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共计 13 万
余元。2016 年 7 月 20 日，无棣
县人民法院立案执行，宋某某未
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全部义
务。2019 年期间，宋某某有能
力执行判决而通过转移、隐匿财
产的形式拒不执行，致使法院判
决无法执行。

2019年11月，该院受理一起
民事执行监督案件，申请执行人向
该院反映在法院强制执行期间长
达三年未果。该院第二检察部受
理后，立即向法院查阅该案执行卷
宗，并向法院了解被执行人的财产
申报情况以及被采取的执行措施
情况。承办检察官敏锐地发现被
执行人有稳定工资收入，数额较
大，每月工资到账后立马取现、转
账；且其实际驾驶的车辆也登记在
其他人的名下，存在逃避执行行
为，涉嫌犯罪。

无棣县检察院一方面依法向
无棣县人民法院发送《检察建议
书》，建议法院向公安机关移送
犯罪线索。另一方面充分发挥
部门之间的协助配合机制，将该
线索移送第一检察部。该院第
一检察部受理该案线索后，经调
查核实于2021年 3月 31日依法
对无棣县公安局立案监督，要求
公安机关对宋某某进行刑事立
案，无棣县公安局于同年4月9日
立案侦查。

侦查阶段，宋某某百般狡辩，
拒不认罪。承办检察官依法提前
介入侦查，通过与法院沟通要求
公安机关补充完善证据，查清了
宋某某隐匿、转移工资收入、使
用他人银行卡交易等涉嫌拒不
执行的犯罪事实，并依法批准逮
捕宋某某。

在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后，
无棣县检察院通过多次提审宋某
某并对其进行释法说理工作，宋某
某慢慢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表示认
罪认罚，并通过其家人积极赔偿申
请执行人损失，取得申请执行人谅
解。该院结合宋某某认罪认罚及
赔偿谅解情况，依法对其进行羁押
必要性审查，建议法院对其变更强
制措施为取保候审。最终，宋某某
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提起公诉
后，无棣县人民法院采纳该院量刑
建议，对宋某某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缓刑一年。

被执行人通过转移、隐匿财产的
形式拒不执行判决

无棣县检察院
明察秋毫促成执行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城讯（通
讯员 张群群 报道）今年以来，滨
城区委编办将导向化、精准化、效
用化嵌入到事业单位绩效考核的
全流程，创新“三三联动”考核模
式，提升了考核实效。

突出“三个聚焦”，导向化设置
考核指标。聚焦党建引领、中心工
作、主责主业，根据事业单位行业
特点和职责差异，紧贴主体业务开
展、经济社会效益、管理运行状况
三要素制订方案。在考核指标设
置上突出“量体裁衣”，做到一个主
管部门一份考核方案，一个事业单
位一份考核表格，突显目标定位准
确性和任务目标差异化。

聚力“三个优化”，精准化设

置考核模式。落实考核分类化、
全程化和信息化，立足事业单位
性质，分类制定考核指标和考核
方式，创新实行“平时+年终”的
立体化考核模式，并积极研发线
上测评平台，应用于社会满意度
调查，着力提升考核结果的真实
性。

构建“三项机制”，推动考核结
果运用。建立问题反馈、信息共
享、正反激励机制，整合多方资源，
推动信息资源共享，实现考核结果
互联互用，将考核结果与机构编制
优化调整、职称比例设置、评先树
优等方面挂钩，激发单位内生动
力，发挥了考核“指挥棒”的导向作
用。

滨城区委编办
构建“三三联动”
事业单位绩效考核新模式

滨州日报/滨州网开发区讯
（通讯员 王思雪 报道）滨州经济
技术开发区法院深入践行“我为群
众办实事”主题实践活动，围绕多
元解纷、审判质效、执行攻坚等方
面，念好“调、精、实”三字诀，多层
次、多维度为民办实事，不断增强
人民群众获得感。

念好“调”字诀，诉源治理精
耕细作。以“源头解纷”为目标，
充分发挥多元解纷机制优势。
加强驻院调解，聘请4位经验丰
富的驻院特邀调解员开展调解
工作。截至目前，办理案件372
件，调解成功 236 件，调解率达
63.44%。在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
纠纷中，原告因事故导致腿部受
伤，无法工作，被告是70多岁行
动不便的老人，生活也不宽裕，
双方当事人因赔偿金问题一直
僵持不下。特邀调解员多次与
双方电话沟通，最终双方达成一
致调解意见，被告当场支付赔偿
金36000元，矛盾得以化解。在
充分借势加强多元解纷合力的
同时，通过“分调裁审”机制，做
好内部审判团队诉前调解，从专
业的角度对当事人做好答疑释
惑、矛盾化解工作，今年以来诉
前化解纠纷787件，切实减轻当
事人诉累。

念好“精”字诀，案结事了高质
高效。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
积极发挥特色商事审判职能作
用，依法平等保护市场主体合法
权利，妥善化解知识产权类商事
纠纷。完善知识产权案件“三合

一”审判运行机制，作为全市唯
一审理知识产权案件的基层法
院，坚持“用创新的方法保护创
新”的特色发展思路，不断推进
审理专门化、管辖集中化、程序
集约化和人员专业化，今年以来
化解知识产权类案件429件，注
重根据不同纠纷类型特点平衡
各方利益，在个案公正裁判的基
础上实现良好的社会引导效
果。在某出版社与10家线下图
书店的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系列
案件中，深入开展诉前调解工作，
积极争取原告的谅解，并对被告做
好释法明理工作，最终被告及时向
原告履行了和解款，全部案件成功
调解。

念好“实”字诀，胜诉权益更快
兑现。创新执行手段，加大执行力
度，切实维护胜诉当事人合法权
益。强力执行兑权益，利用午间、
夜间、假期等开展执行活动，加
大对被执行人的查找力度，敦促
执行。积极推进网络执行，加大
线上查控和财产处置力度，以网
络询价方式确定评估基准价成
功进行网络司法拍卖，切实依法
维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利益。
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创建

“执前保全＋执前和解”新模式，
依法审慎实施强制措施，用好、
用活执行和解制度。今年以来，
执行和解案件 124件，执行到位
30080.15 万元，到位率 27.29%。
其中，中院指定的被执行人标的达
4000余万元的执行案件，达成执
行和解。

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
念好“三字诀”为民办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