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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石如宽 通讯员 赵永光 报道
本报寿光讯 8月24日下午4点，寿光农商银

行大世界支行受理我省第一笔不动产抵押登记业
务，为客户成功出证。

8月14日，寿光农商银行与寿光市国土资源
局签订不动产抵押登记与金融信贷战略合作业
务，成为全省首家不动产登记授权合作业务银
行。不动产登记进银行后，客户抵押贷款手续及
不动产抵押登记可在银行网点一站式完成。银行
代为接收初审相关材料，国土资源部门通过网上
审核后，客户在银行网点布设的终端设备上自主
打印证书。同时实现了抵押登记查询、缴费等功
能，客户无需再跑不动产登记中心。

□记者 石如宽 通讯员 冯义华 报道
本报寿光讯 9月5日下午，招商银行、招商

证券与晨鸣集团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晨鸣集
团总部举行。根据晨鸣集团生产经营和发展需
要，招商银行在传统信贷业务和债券融资市场给
予100亿元的金融支持，招商证券在资本市场给
予100亿元的融资服务。

根据协议，双方在传统银行授信业务的合作
基础上，充分发挥各自领域的专业特长和整体优
势，积极拓展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在债券承销、
资产证券化、REITs、融资租赁、金融市场交
易、供应链金融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合作。在证券
资本市场上，通过剥离融资租赁业务、创造条件
到香港发行红筹股上市融资和A股定向增发、可
转债等方面加强合作，全力支持晨鸣成为最具成
长性和竞争性的世界一流企业。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9月9日7点，寿光市纪台镇东埠村，来自
阳光春天购物广场、全福元、佳乐家等公司
的72名志愿者，拿着铁锨、扫帚清理环境卫
生。

受洪水影响，东埠村排水沟渠内淤泥厚达
20厘米，其间夹杂垃圾石块、塑料袋、树枝等
杂物。铁锨难以使用，志愿者们便动手搬出石
块垃圾，拔出杂草。4个小时后，东埠村11条
主干路全部清理干净。

在志愿者忙碌时，东埠村委协调三轮车、
农用车清运垃圾，两委成员带头组织村民一起
清理道路卫生。

“天灾面前，众志成城。我们和受灾群众
一起渡过难关，用爱平复创伤，用心克服困
难。”阳光春天购物广场负责人韩鹏说。

翻看韩鹏的微信朋友圈，自8月20日寿光
遭遇洪灾后，阳光春天就开始支援受灾群众。

8月21日开始，该公司的志愿者分批到上
口、侯镇、稻田等多个受灾地区，送去水、盒

饭等救援物资。看到稻田镇阁上村受灾群众喝
不上水，该公司送去1万瓶水。

8月25日，阳光春天自发为灾区群众组织
募捐活动，一共募集现金50600元，以及食
品、棉被、工具、衣物等若干。韩鹏带头捐款
2万元。捐赠的衣物在当天直接运送到侯镇小
官庄，发送到群众手中。

“阳光春天的那些业主们，其实一天也挣
不了多少钱，但他们有的捐 5 0 0，有的捐
1000，让人感动。一位老人专门来到现场捐款
1000元，说尽一点心意。这种大灾面前的爱
心，汇聚成支援灾区的强大力量。”韩鹏说。

9月7日下午，潍坊市司法局副局长牟令
岱，潍坊市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协会会长毛相
顺，来到纪台镇礼乐王村，作为代表捐款20万
元。“村民受灾严重，我们尽绵薄之力，帮助
恢复生产。”毛相顺说。

同天，潍坊国家粮油储备有限公司为纪台
镇武庙村捐赠灾后重建资金3910元。捐款同
时，该局全体党员靠在武庙村清理卫生。

面对灾情，社会各界积极行动起来，捐款
捐物，帮助受灾群众恢复生产。

9月7日，山东汤普乐作物科学有限公司向
纪台镇东方村、冉家庄子捐赠土壤调节剂土质
优化王30吨。该公司还为菜农捐助花生油100
桶，东北大米100袋。

“通过我们的优质产品帮助菜农改善棚内
土壤，预防苗子死棵，助菜农早日恢复生
产。”汤普乐负责人杨生东说。

山东土师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贾凤
莲了解到寿光棚区灾害情况后，捐赠微生物菌
剂“菌多多”600瓶，价值72000元，定向帮助
寿光受灾菜农200人，并安排门店工作人员将
爱心农资送到受灾的农户手里。

“在蔬菜大棚自救与重建过程中，我们保
证所有产品优质、足额、低价供应给蔬菜种植
户。”山东宏丰种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杨丙光
说。

德瑞特种业有限公司寿光办事处主任刘杰
说，灾害发生后，总公司迅速拨付各类种子
2000斤助力灾民恢复生产，后期将继续在保
质、保量、低价方面下功夫，齐心协力与寿光
菜农共渡难关。

9月1日，寿光市孙家集街道张家寨子村退

休老干部张凤鸣捐款1万元。
张凤鸣今年84岁，年少从军，退伍后进入

昌乐县烟草专卖局工作。当他听说孙家集派出
所两名辅警为救助群众不幸被洪水冲走后，就
把卡里的1万元全部取出交到了村委。

“这次大棚蔬菜损失很大，两个年轻的孩
子为了救村民，作出了巨大牺牲。我们怎么能
坐得住？”张凤鸣说。

其实，张凤鸣也很困难。他老伴80岁了，
儿子和儿媳脑血栓导致半身不遂，需要天天服
药。

“我每个月有退休金，享受着国家的好政
策，大灾大难面前应该尽一点力量。”张凤鸣
说。

“在老人家的感召带动下，村民积极捐
款。我们村一天内捐款24300元，送到街道财
政部门。”张家寨子村党支部书记张士刚说。

“像张老这样仅靠退休金维持生活的高龄
老人，灾难面前能捐出1万元，在我们街道是头
一个。这样的感人故事将激励我们以更热的心、
更足的劲，聚合磅礴之力，重建美好家园。”孙家
集街道三元社区党总支书记刘勇说。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9月9日上午，寿光市台头镇桂秀大姐家政
门头，身穿善德公益红色马甲的36名义工在做
棉衣。有的义工在铺棉花，有的手工进行缝
制，有的用机器签缝。

“做40套棉衣，送给受灾的孤寡老人。”
寿光市善德公益服务中心台头负责人张桂秀
说。

早在8月28日，台头义工就从广饶购回了
棉衣棉裤片和棉花，以及针线剪刀等辅料。

9月2日，善德纪台义工在群内发起孤寡老
人棉衣爱心接龙，当天就有30人报名。后寨子
村货车司机王月明捐款600元，南洋头村党支
部书记王政捐款200元。“我奉献不了手艺，
捐点钱给老人多添置几套棉衣，让他们冬天更
加温暖。”王月明说。

有些女士看到善德义工在忙活，问清缘由
后自动加入棉衣制作中。一位75岁的大娘，帮
着干起针线活。义工柴秀红家里开着超市，不
能长时间关门。第一天做了一天针线活后，怕

干少了活，她把东西领回家，召集邻居姐妹继
续做。杨建美、张凤香两位义工各捐制做棉衣
的棉花一挂。王美芬当起厨师，给做衣服的义
工做饭。

“希望通过实际行动，传递爱的接力棒，
引起人们对老年人群体更多的关注。”张桂秀
说。

寿光遭遇涝灾后，善德义工马上行动起
来，参与到抗洪救灾中。“洪水无情人有情，
关键时刻看行动。善德公益有2000多名义工，
全都发动起来，尽我所能，帮助受灾群众。”
善德公益负责人王志平说。

据了解，自8月20日寿光遭遇洪灾至今，
善德公益每天都有大量义工参与救援以及灾后
重建。

8月20日中午，寿光市上口镇口子村坝口
决堤，需要筑坝抗洪。接到命令后，80多名善
德义工从各个方向赶到，挖土掘沙，装沙袋，
传递沙袋，堵住坝口，忙完已是下午5点。义
工于艳红、王海云等人，得知抗洪人员没有饭
吃，当即开车购买了馒头、榨菜、大葱，带上
水，直接送去。

8月21日，口子村水退了，善德义工进
村，帮助消毒、打扫卫生。

8月23日，善德义工赶到齐家黑冢子村帮
着分发赈灾物资。

8月24日，善德义工为受灾群众送去7000
个熟鸡蛋。8月27日，善德义工给口子村的消
防官兵送饭送水。8月30日，善德义工到营里
镇李家营子村清理街道。8月31日，善德义工
到田马南韩村清理垃圾杂草。

连续多日参与救灾的善德义工王玉凤累黑
了、瘦了。“看到灾民，我心里着急，只要能
帮到他们，付出再多也值得。”王玉凤说。

王玉凤经营着健康理疗店，抗灾的日子她
就关了店门，和丈夫一起去支援灾区。

善德公益纪台负责人房玉玲在镇上开着理
发店。各种救援信息、救助信息涌来时，房玉
玲全力应对。8月26日晚，王志平协调47台水
泵，送往纪台受灾大棚户。从购买水泵、输运
水泵、分发水泵，房玉玲忙到次日凌晨1点。
睡了不足3小时，房玉玲又被电话吵醒，组织
义工前往纪台镇吕家四村帮助受灾企业清理淤
泥。

“忙不过来也得撑着，大家都在等着我安
排工作。”房玉玲说。

8月31日，善德公益纪台团队的义工们齐
聚在纪台镇政府大院，为消防官兵包水饺。有
的义工拉来了水，有的拉着菜，有的拉着肉
馅。当天上午，善德义工共包水饺600多份，
送给消防官兵和志愿者。

8月31日当天，善德公益共有4项活动同时
开展。纪台团队110名义工在包水饺；双王城
团队42名义工赶往洛城仓库分拣捐赠物品；还
有18人在营里镇李家营村打扫卫生；另有28人
到寿光市慈善总会帮着分发物资。

9月3日，在寿光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协调
下，善德公益组织专业理发师走进寿光党校、
稻田镇，为消防官兵理发。理发师孙志涛关了
理发店，带着两个徒弟李华鹏、梅腾飞一起
来。侯镇铭剪理发店的王佃军、刘荣荣、高明
波等也是如此。由于需要理发的消防官兵多，
理发师们就轮流吃饭。

“我们在奉献，我们也在感动。大灾面
前，众志成城，各种社会力量都在帮助受灾群
众，我们更是责无旁贷。”王志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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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韩明云

灾后的寿光市纪台镇，几乎所有镇村道路
遭到破坏。有的泥泞难行，有的因护棚临时筑
起路障，有的被冲积的蔬菜垃圾阻塞，极不利
于大棚恢复生产和群众出行。

为迅速、彻底打通镇村道路，恢复路域畅
行，寿光圣城街道组建共3000余人、300多台
机械的抗灾救灾突击队，于9月7日清晨6时奔
赴纪台镇。

73 . 8公里的14条纪台乡路上，红旗猎猎，
手抬肩扛，机械轰鸣。

原定9月7日开始行动，9月6日下午，圣城
各党总支书记们就带领各自辖区内的村“两委”
成员来到纪台镇，看完现场，划分片区，领受
任务，所有人回到圣城的家中已是晚上8点。

“6日下午的通知下完半小时，所有村
‘两委’成员已从圣城来到纪台镇集合。”现
场指挥的圣城街道正科级干部李荣辉说。

圣城街道城北片党总支书记刘丽华说：
“通知要求所有人员9月7日早上7点到达纪台
镇现场，可7日早上5点多，多数村已经整合人
马出发，在路上啃两个火烧，就算是早餐。”

9月7日6点，三千大军抵达纪台，在14条
乡路上迅速开展清理工作。参与协调指挥的纪
台镇东埠片党总支书记张丽梅说：“圣城速
度，令人惊叹。”

纪台镇受灾后，寿光市委市政府安排圣城
增援纪台镇，全力加快救灾进度。

“同志们，我们要发扬铁军精神，全力以
赴支援纪台，展现圣城干部的钢铁作风。”8
月27日上午8点，寿光市委常委、圣城街道党
工委书记马焕军说。

当天，圣城街道10名领导干部、28名机关
干部到达纪台，分成六个小组，同滨州、福建
消防官兵一道，到灾情较重的同兴、郝家、寨
子、青邱、西常等村及大棚区，排积水、清淤
泥，开展防疫，打响纪台抗灾救灾攻坚战。

9月7日，圣城街道北郭村党支部书记张树
增，正在纪台镇姜周路南段拉着绳子撒白灰。
先用机械整一遍，再用大耙平一遍，最后照着
白灰线，把路牙子平整好。

东埠老镇区，圣城抗灾救灾突击队社区分
队的红旗在各大路口飘扬，200名社工拔除杂
草、清扫垃圾。“仅这一家门头附近，我们就清
运了三大车垃圾。”圣城古槐社区党总支书记
陈英说，要尽最大努力帮助老镇区恢复清洁。

姜周路是纪台镇内的一条主干道，北段的
路两侧被近一米高的淤泥堆堵塞，严重影响车

辆通行。圣城街道东关村调集大型机械清理，
运输车一趟趟把淤泥运走。“先运走淤泥，再
平整路面，就好走了。”在现场指挥的圣城街
道城东片党总支书记张晓翠说，姜周路北段有
1200米属于难清理路域，但分到任务的东关、
城里等村干劲十足，自我要求的标准很高。

这次清理路面行动，圣城街道共有200多
名街村干部靠在一线工地。

“我们要求两天时间全部完成，时间紧，

任务重，大家白黑加班、昼夜突击。”李荣辉
说。

9月9日6:00，寿光市圣城街道200名社工
再次奔赴纪台镇，开展灾后环境卫生整治工
作。

由于清理任务艰巨，圣城街道城市社区把
社工共分为三大组，分别为垃圾清理组、装卸
组以及小广告清理组。

道路两旁的陈年垃圾，腐败发黑，散发出

恶臭。电线杆、墙面上，密密麻麻的小广告，
需要爬到高处、踮起脚尖才能够着。半人高的
草堆，蚊虫乱飞。圣城街道的社工们弯下腰，
挥起铲，一点点把垃圾清理干净。

“帮就帮到最好，做就做到极致，这既是
承诺，更是行动。”李荣辉说。

“感谢圣城街道各级领导干部及义工的帮
助，让纪台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人们面前。为
他们点赞。”纪台镇东方东村村民赵冠连说。

寿光灾区，义工们天天在行动

众人拾柴，助受灾户重建家园

寿光市圣城街道驰援纪台镇

一帮到底，做到极致

9月6日，寿光市圣城街道机关干部，在纪台镇姜周路清理垃圾，维修道路。

全省首笔不动产
抵押登记业务办理

晨鸣集团
获得“双百亿”支持

□记者 石如宽 通讯员 姚淑俭 报道
本报寿光讯 9月6日，山东省环保厅组织山

东省固体废物和危险化学品污染防治中心、山东
省建设项目环境评审服务中心等专家，在国华寿
光电厂进行建设项目噪声和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
施环境保护验收检查。

验收检查组现场查看了主控室、危废间、灰
库、圆形封闭煤场、输煤皮带等工程噪声和固体
废物污染防治设施建设、运行情况，审阅核实有
关台账资料。经验收组认真讨论形成验收结论，
国华寿光电厂符合建设项目噪声和固体废物污染
防治设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同意通过此次
验收。

国华寿光电厂
防污设施通过验收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9月8日，寿光市上口镇前王村，王思国正在
建房子。偏房和大门已经盖好，墙壁上已经贴好
了瓷砖。院落里，几名建筑工人正在建厕所和厨
房。

按照当地房屋建造模式，每家每户都要建一
个厦子，厦子下面底座是用砖头垒起来的。为了
早点盖好房子，王思国和工人搅拌好混凝土后，
用砖头垒起厦子底座。

“当时洪水进村，我家房子被淹了，经鉴定
成了危房。政府下拨了安置费，家人们都搬出去
住了，我守在这里，和工人一起建新房子。”王
思国说。

下一步，王思国就要盖新正房了。
在距离王思国家不远处，王树文家的房子被

积水浸泡后，也不能居住了。目前老房子已经拆
掉，一辆铲车正在原址上清理废弃砖块和石头，
开始建造新房子。

上口镇后赵村，村民和志愿者一起清理路面
淤泥。

后赵村路面都已经硬化，但排水沟及街面低
洼处还覆盖着淤泥。洪水退去后，村民还没来得
及清理排水沟的淤泥。

在村东北侧，潍坊市新华书店的18名工作人
员正在用铁锨将排水沟的淤泥一点点清理出来。
新华书店领队王厚刚说，这次发动的都是30岁左
右壮劳力，得知群众重建家园，大家都比较积
极。

其实，后赵村的卫生前前后后已经清理很多
遍了。洪水退后，村民先是回来把自己家的棉
被、衣物等晾晒一遍，然后又把家里的一些淤泥
都清理了出去。“村里号召大家清理街道上的卫
生，很多志愿者、环卫工人和消防官兵都帮忙，
将道路上的淤泥、垃圾全都清运干净了。”后赵
村村民王桂娥说。

后赵村村主任赵县令在村里跑前跑后，协调
工具，保障后勤。洪水过后，在消防官兵、环卫
部门、社会爱心单位、爱心人士的支持下，后赵
村启动了卫生清理整治工作。“这次我们不但要
把淤泥垃圾全部清运出村，还要把以前放置的一
些垃圾杂物和违章建设全部清理掉，并再次开展
卫生防疫工作。”赵县令说。

目前，上口镇所有受灾村庄都启动了灾后重
建工作。

“所有街道都要清理得干净通透，要比受灾
以前还要干净整洁，让村民们尽快从灾情阴影当
中走出来，加紧恢复生产，尽快恢复正常生
活。”上口镇南楼片区片长赵俊章说。

9月6日，洛城街道贤西村，一辆铲车正在轰
鸣作业，清理道路上的淤泥和垃圾。经过清理，
一条平坦的道路直通往一排拱棚。

这排拱棚是贤西村村民张乐书家的育苗场，
里面的种苗都被大水冲走了。棚前的生产路也全
部被淤泥堵住了，连棚门都进不去。

看到村内积水退去，张乐书雇了一辆铲车，
先过来把育苗场前的生产路打通，赶紧对育苗场
进行抢修。

“洪水把苗冲没了，把棚冲坏了，今年来不
及重新育苗了。但不能干等着，得立即把受损的
棚修缮一下，尽快把育苗场重新建起来，为明年
的生产做好准备工作。”张乐书说。

受灾群众开始建新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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