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李伟
伟 通讯员 王政雷 报道）日前，记者
了解到，为进一步提振消费信心，激
发消费活力，满足群众消费需求，巩
固和提升“滨州人才节”IP品牌的显
示度和影响力，按照市委、市政府关
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各项决策部署，我市将开展“嗨购
人才节”消费券发放活动。

本期活动由滨州市级财政投入
资金23万元，用于发放商超、餐饮、
家电消费券。全部消费券将于5月
21日上午10:00发放。6月11日上
午10:00，将未使用的消费券收回
重新发放。

消费券发放以“云闪付”App为
平台，参与活动的商家为在滨州地
区注册，并属于限额以上纳统单位
的商超、餐饮、家电企业（具体参与

商户由各县市区商务部门推荐）。
“云闪付”用户下载App完成登录

后，在首页“奖励中心”内“推荐”栏
目领取消费券。每个“云闪付”用户

只能领取一张消费券，先领先得，领
完为止。

我市本周六上午10点将发放23万元消费券
消费券分为三类，将在“云闪付”App发放

1. 消费券分为三种：30 元消费券 3111 张（用“云
闪付”App 支付满 100 元使用），50 元消费券 2000 张
（用“云闪付”App 支付满 150 元使用），100 元消费券
410张（用“云闪付”App支付满300元使用）。每位“云
闪付”用户可领取其中一张消费券，使用时，每笔消费
限用一张消费券，消费券仅限线下到店使用。消费券
有效期：5月21日至6月5日。

2.消费券不可提现，不可售卖。
3.在有效期内使用消费券的订单发生全额退款时，

消费券可再次使用，退款后的消费券有效期不变。如超
出有效期或有效期内订单部分退款，消费券无法再次使
用。

消费券使用规则

综合 3
滨
州
网
手
机
客
户
端

2022年5月20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李鹏飞 肖静
电话：3186761

滨州公积金竭诚为您服务！

市公积金中心
“三金”员工事迹简介

孙岳凡孙岳凡 雷伟雷伟 陈雅琦陈雅琦

孙岳凡（男）“金牌顾问”
现任滨州市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邹平管理部副主任
自参加工作以来，孙岳凡一

直从事信息化相关工作，先后参
与住建部数据镜像部署、机房建
设与搬迁、系统升级改造、贷款
模式转换、业务系统双贯标、综
合服务平台建设、电子档案系统
建设等多个信息化项目。2021
年8月调整到邹平管理部以来，
孙岳凡认真学习各项政策和业
务知识，迅速熟悉各项工作，在
新的岗位干出新的成绩。在市
公积金管理中心举办的2021年
度“三金”评选活动中，孙岳凡获
评“金牌顾问”。

雷伟（女）“金牌员工”
现任滨州市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无棣管理部副主任
自2004年至今，雷伟一直

在基层管理部工作，负责管理部
各项业务的审核及日常管理工
作。她工作认真负责，具有多年
的基层服务工作经验。连续多
年被中心评为“先进个人”；
2019—2021年度多次被县政务
服务中心评为“优秀大厅负责
人”；2020年度获得“全省住房
公积金行业文明服务标兵”荣誉
称号；2020—2021年度被无棣

县政务服务中心、县直机关工委
评为“共产党员先锋模范”。在
市公积金管理中心举办的2021
年度“三金”评选活动中，雷伟获
评“金牌员工”。

陈雅琦（女）“金牌柜员”
现任滨州市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博兴管理部办事员
自 2019 年入职公积金以

来，陈雅琦对待工作尽职尽责，
对待客户热情耐心，始终能高效
细致地完成经手的每一项业
务。除担任综合柜员之外，她主
要负责本管理部跨域通办业务、
灵活就业人员催缴等工作。
2019年、2020年度，她荣获博兴
县政务中心政务服务工作先进
个人。在市公积金管理中心举
办的2021年度“三金”评选活动
中，陈雅琦获评“金牌柜员”。

华纺股份有限公司热力分公司
电气自动化副总工程师赵奇生，工
作31年来，执着敬业、甘于奉献，已
经成长为公司电气自动化方面的专
家型人才。他主导推进电气自动化
技术创新改造项目21个，取得多项
科研成果和发明专利，对支撑公司

整体发展和转型升级作出了突出贡
献。2022年，赵奇生荣获“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

1991年7月，赵奇生进入公司
成为一名一线电工，第二年成为电
气技术员。1994年，染色车间与网
印车间开展了一系列技术改造，他
全程参与了所有设备的电气安装与
调试，全面掌握了德国、荷兰、意大
利等国先进印染设备的电气技术，
成为公司出类拔萃的电气技术员。

2000年，公司面料二车间180
生产线开始筹建，赵奇生作为项目
组主要成员，对生产线中引进的10
多台进口设备的电气技术进行钻
研，逐渐显露出机电一体化的优
势。2014年7月以来，赵奇生主导

参与了华纺工业园、“退城进园”暨
“智能绿色工厂建设项目”中印染数
字化生产控制系统的升级改造以及
供配电项目建设，实现了生产过程
在线数据实时监测、自动控制功能，
为公司节省了生产成本、人力成本，
提高了生产效率，成为“智慧华纺”
的建设内容之一。

自参加工作以来，赵奇生主导
和参与完成了“退煮漂联合机高给
液淡碱浓度自动控制系统改造”“烘
干机蒸汽自动控制系统改造”等一
系列技术成果。其中，“印染企业管
理、监控综合信息系统”技术成果，
于2009年11月获得“中国纺织工业
协会科技奖（二等奖）”。此外，他还
获得“一种利用粉煤灰进行高浓度

退浆废水厌氧处理的工艺”等多项
国家发明专利。

自2000年以来，赵奇生还肩负
起公司电气自动化技术技能“传帮
带”工作，迄今已带出王利彬、吕峥
嵘、徐洪峰、祝长渠等多名徒弟，均
成为公司电气自动化方面的骨干人
才。

多年来，赵奇生通过技术革新
和设备改造，使公司生产设备自动
化水平跃上一个新台阶。他先后被
公司授予“劳动模范”，被滨州市国
资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被山东
省轻纺工会授予“山东省轻纺行业
职工优秀创新能手”等荣誉称号；
2018年，赵奇生获得“山东省劳动模
范”称号。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赵奇生：

“技术革新+设备改造”支撑公司转型升级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管林忠 王仪 通讯员 李花英 为了让各位读者能更加直

接地认识到“征信修复”的危害，
本期我们准备了三个真实案例
以供借鉴。

案例一
某“征信修复”机构为骗取

钱财，在接受信息主体委托后伙
同他人实施了伪造公安机关公
文和证明材料的行为，在将伪造
材料提交给某银行信用卡中心
申请修改征信信息时，被银行员
工发现破绽并报警。后经法院
审理，相关涉案人员因犯伪造国
家机关公文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案例二

某机构发布广告声称拥有独
家修复技术，其加盟商只要能招
揽到客户，客户信用报告中的逾
期信息统一便可由总部负责修
复，且承诺每成功办理一笔修复
业务，加盟商即可获得40%的提
成。宋某受此广告欺骗，向所谓
的修复机构总部交纳了十万元加
盟费用，但随后并无“征信修复”
技术可以学习且从未成功办理过

“征信修复”，宋某意识到上当受
骗后立即报警，但已悔之晚矣。

案例三
广东某团伙通过制作非法

“征信修复”广告网页投放广
告，以“征信铲单”“洗白”为噱
头，诱使部分存在侥幸心理的
信息主体登录填写“征信修复”
申请，借此窃取姓名、身份证
号、银行卡等个人信息，并将信
息倒卖给多个诈骗团伙，导致
大批信息主体遭到严重损失。

“征信修复”真实案例解读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任斐
通讯员 王学银 李明 张磊 报道）近
日，新立河东路黄河五路以南公厕
门口新张贴了“场所码”，有市民要
进入公厕时，公厕管理员都会提醒
市民“先扫码、后进入”。“扫一下场
所码，谁来过这里记录得清清楚
楚。虽然多了一个扫码的步骤，但
对于我们来说，却感到公厕的防疫
措施做得更细致了，我们也更安心

了。”市民王群建说。
记者在市城管局公用事业服务

中心了解到，为进一步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加强疫情追踪溯源，更好地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健康安全，该
中心已在市主城区管辖区域内的84
所公厕、2处城市驿站，以及新滨公
园、文化广场、中海公园、新立河公
园共4处公园广场的学雷锋志愿服
务站全面启用“场所码”。“各个公

厕、公园广场志愿服务站的人流量
大，是疫情防控的重要场所。”市城
管局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介
绍，“场所码”全面启用后，市民进入
以上场所都要扫码，落实“先扫码、
后进入”规定，确保出入人员“应扫
尽扫”，实现精准防控和动态管理。

针对老年人、儿童等没有智能
手机的特殊群体，市城管局公用事
业服务中心专门印制了《疫情防控

人员信息登记表》，用纸笔登记以上
人员的相关信息，确保人员信息溯
源全覆盖。在日常工作中，各个公
厕、广场的管理人员将严格开展消
杀作业，确保每天两次全覆盖消杀、

“一客一清洁一消毒”，实现消杀作
业全覆盖、无缝隙、零死角，保障公
厕、公园广场等公共场所的环境安
全。

市主城区84所公厕全面启用“场所码”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州讯（通
讯员 李毅 报道）为做好管道泄漏
预防，筑牢安全防线，5月16日，滨
州中燃紧跟集团及区域号召，正式
启动燃气管道泄漏检测工作。

本次检测使用PPB级北斗
高精准燃气泄漏检测车，设备包
含甲烷及乙烷分析仪、北斗精准
定位模块、声学风速仪和专有泄
漏检测软件，可以实时显示带有
多种气体浓度的地理信息图。
相比传统的人工巡检，泄漏检测
车的运行极大提高了发现管网

燃气泄漏点的精准度，并提高了
检测效率。

为开展好此次检测工作，切
实助力安全生产，公司组织全体
职工学习了管道检测相关知识，
以及如何使用管道检测巡检车
辆、巡检仪器等。具体工作中，
公司按照市政中压、庭院中压、
村内架空管道的巡检计划，有序
开展管道检测工作，并要求网格
站对确认漏点建立台账，对发现
的安全隐患立即整改，切实保障
广大居民用户安全用气。

滨州中燃全面开展
燃气管道泄漏检测工作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王健 通讯员 高淑强 报道）近日，
记者从山东省文明办获悉，根据
《中央文明办、教育部等5部门关
于开展2022年度“新时代好少
年”学习宣传活动的通知》安排，
山东省文明办、山东省教育厅、
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妇联、
山东省关工委联合下发通知，组
织开展“新时代好少年”学习宣
传活动。按照评选条件和程序，

经全省各地逐级审核、省专家组
评审，推荐我市滨城区第三中学
徐小雅等5人参加全国2022年
度“新时代好少年”评选。

徐小雅，2007年3月出生，
现就读于滨城区第三中学。徐
小雅先后担任班长、团支书，勤
学善思，成绩优异，不仅是老师
的好帮手，还经常帮助其他同
学，多次被评为“最美学习标
兵”。她乐于助人、奉献社会，经
常利用周末和节假日组织同学
们走进社区养老院、博物馆等地
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她是一名
国际跳棋运动员，屡次在国际赛
场上为国争光，同时她还是13届
全运会年龄最小的金牌获得者，
并受到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接见。

滨州学生徐小雅成全国
“新时代好少年”候选人

“九明叔，你还要不要家了？”
每次见到罗九明，何立阳就喜

欢模仿罗家婶婶的语调“质问”他。
“不要了，先干完工作再说！”
53岁的罗九明回答道。
家住东营河口，身在位于沾化

的滨化集团长悦新材料公司，罗九
明常常三四个月才回家一趟。身边
的同事都叫他“舍长”，因为他一年
到头住宿舍的时间最长。

因此，家属常在电话里埋怨罗
九明不回家，可真把他盼回了家，听
着他的电话一个接一个，眼巴巴地
看着他心急的样子，又忍不住催促
他快点回公司。

30多年来心无旁骛，罗九明早已
经视盐场为家，“在哪儿也不如待在公
司踏实”。抬眼看无垠的碧海盐田，低
下头看镜子里的自己，老罗已经成为
渤海湾畔那一棵最坚韧的“柽柳”。

从20岁开始，像一棵
柽柳扎根在无垠的盐田

1989年5月，20岁的罗九明以
农民合同工的身份进入盐场工作，跟
着师傅们学习设备运行维修和制卤。

走出盐场的大门，看到的是一望
无际的盐田。风一吹，睁不开眼睛；
嘴一张，满口牙碜。除了天空蓝和日
升日落的红，在这里几乎看不到其他
颜色。能在这里存活的，只有稀稀拉
拉的几棵树，还有几株“柽柳”。

沿着坑洼不平的坝体，罗九明

挨个区域巡检，方圆几十里地都见
不着个人。“别人下雨时都往屋里
跑，而我们则是越遇到特殊天气，越
得往外跑。”罗九明说。

上班不到一个月，就遇到自然
灾害，大风把办公楼屋顶的瓦片都
掀走了。一气之下，罗九明蹬了三
个多小时的自行车，回了老家。

父母劝他，“回去先干着”。他
自己心里也想，“好不容易找的工
作，不能就这么说丢就丢了”。

回到盐场，罗九明全心全意跟
着师傅转池子、量度数、学制卤、修
设备，无论干什么工作，都力争做到
最好。

再后来，同批到盐场的55人陆
续转行，坚守下来的人寥寥无几，罗
九明就是其中之一。

问过前辈，问过当地老人，翻过
书本，罗九明才知道：在海畔盐碱
地，柽柳虽是矮小的红灌木，但生命
力最顽强，是荒漠中的希望。

从零开始学电工，逐渐
成为盐场口口相传的能人

活了大半辈子，罗九明最感激
的人，是师傅李春华。

1998年，罗九明开始负责供电
系统维护工作。初中毕业的他，对
电路一知半解。李春华硬是逼着他
学理论、练操作，甚至学习计算机。
罗九明一头扎进书本里，意外的是
越学越着迷。

师傅带，自己学，随着理论知识
的日积月累，罗九明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增强，逐渐成了盐场口口相传的
能人，“有啥问题，就找九明叔！”

2006年，大北站实施机泵配电
系统安装，罗九明是团队里唯一一
个能看懂图纸的人。除了PLC编程
由厂家技术人员负责完成，其他电气
接线、水泵安装等都由自己人完成，
于是罗九明成了最忙碌的一个。时
值六月，天气正热，罗九明等人白天
窝在机柜间忙活，“身上就跟洗了澡
一样，十几个人半天喝了三桶水”。
到了晚上，几块木板搭起来就是大通
铺，大家伙挤在上面，倒头就睡。

就这样，在荒无人烟的大北站，
他们一待就是十多天。罗九明说：

“这里环境不好，生活也很不方便，
论哪方面都跟城市比不了，想沉下
心来做事，真需要有一种毅力。”

既是同事们公认的
“行家能手”，也是大伙心
中的“拼命三郎”

除了是同事们公认的“行家能
手”，罗九明也是大伙心中的“拼命
三郎”。

每次检修需要从各站抽调人员
的时候，大家会忍不住开玩笑：“跟
谁也别跟罗九明，跟他干活不要
命。”这是大伙儿嘴上说的玩笑话，
在生活中，明白人都想跟着罗九明
学点真本领。

大北站的机泵使用年限久了，
故障率越来越高，但返厂维修，一台
就得花费五六万元，最快也得半个
月修完。“厂家能办，咱就能办。把
厂家人员请到现场来修，咱瞧瞧。”
罗九明下定决心，一定要将维修技
术学到手，为单位节省开支。经过
厂家技术人员的指导，罗九明和同
事很快掌握了大型机泵拆装的流程
和问题的排查、处理。

还有一次，机泵启动不了，罗九
明检查一天无果。咋办？回到宿
舍，罗九明不服气，就跟图纸过不
去，来回扒拉，他说，“弄不明白，哪
睡得着？”功夫不负有心人，一根被
疏漏的可疑路线最终被他发现了。
第二天一早，罗九明就兴奋地跑到
站上，把异常点“揪”了出来。

那么，家真的就不要了吗？不
是！聊起老人、爱人和孩子，罗九明
的心里充满了感激，“能在这里踏踏
实实干工作，跟家里人的支持分不
开。孝敬老人、照顾孩子，妻子的付
出比我多得多。”罗九明说。

如今，走过每一个扬水站，罗九
明都感觉像回到了自己家一样。新
站的建设、旧站的更新、老站的维
修，都留下了他奋斗的足迹。走遍
每一条坝堤，看遍每一片盐田，也无
法丈量出罗九明对盐场三十多年的
感情到底有多深。

白发越来越多的罗九明清楚，
他再也离不开这片盐田……

滨化长悦新材料公司职工罗九明：

三十年守护无垠盐田 愿做最坚韧的“海畔柽柳”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刘清春 通讯员 张丽媛 荆晓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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