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卫 赵珂 韩景茹

9月1日，国网禹城市供电公司彩虹共
产党员服务队到禹城市辛店镇大秦村义
务开展拉网式安全用电检查。工作人员
深入田间地头、大棚基地排查各类安全
隐患，重点检查卷帘机、微灌、排灌等
用电设备，对私拉乱接、地爬线等不安
全现象进行了整改，并向种植户介绍安
全用电常识，指导用户科学使用电器设
备。

大秦村原为省级贫困村，为从根本上

实现脱贫摘帽，该村结合地方经济和土质
实际情况，进行土地流转，成立蔬菜种植
合作社。合作社占地200余亩，是集芦笋、
西兰花、黄瓜、地瓜、韭菜种植，品种培
育、蔬菜采摘、批发为一体的专业合作
社。辛店镇是禹城唯一种植芦笋的乡镇，
在当地形成了特色蔬菜产业链，解决了大
量劳动力就业问题，实现了稳产增收。

“刚建蔬菜种植合作社的时候，因为
这里远离社区，四周没有人家，最担心的
就是电源接入。从社区接入的话，线路
长、电压低。自己投资安装变压器，一个

是费用高，再就是专业维护水平跟不上。
供电公司从我们的角度考虑，为我们投建
了离农场最近的‘小农水’配电设施，节
省了费用，彻底解决了用电问题。”大秦
村党支部书记秦庆文说。

禹城市供电公司助力大秦村乡村特色
农业发展，推进与最美乡村相匹配的标准
化电力设施建设，更换200千伏安变压器2
台，架设10千伏村中配网线路400米，实
现了裸铝线到绝缘线路安全保障；更换下
户线980米，全面确保该村320余口村民安
全稳定用电。同时，为助力乡村农业经济

发展，该公司新增2台100千伏安小农水专
用变压器，新建低压专用线路400余米，
新增动力表箱7块，全力满足大秦村蔬菜
种植灌溉需求。

今年以来，禹城市供电公司充分彰
显央企责任与担当，积极开展电力跟踪
服务，定期组织彩虹共产党员服务队为
种植户进行上门服务，检查、消除各类
用电隐患问题，做到服务“零死角”，
全力保障农业项目用电，以实际行动为
农户守护好“菜篮子”，为最美乡村建
设贡献力量。

国网禹城市供电公司积极开展电力跟踪服务

为乡村产业振兴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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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军

9月11日，济南市政府、山东省商务厅
以“创新融合、应用赋能”为主题，联合
在山东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第六届电子商
务产业博览会暨第三届泉城电商大会”。中
国石化山东石油搭建“互联网+应用示范”
主题馆，组织营销推介、智慧加油站、易捷
品牌和直播带货活动展览，首次推出的悬挂
式加油机赢得多方关注和广泛赞誉。

山东石油在营销推介展区，通过微信
公众号、抖音号平台，引导参展人员现场
关注、注册、绑定电子钱包，参与微信扫
码大转盘抽奖活动，获取微信电子券和精
美礼品，感受兑换非油商品的真实体验。
充分利用招商合作平台，吸引参展企业加
强商务合作，互惠共赢、共谋发展。在智
慧加油站展区，模拟设置加油站，现场设
置悬挂式加油机，业务员熟练地操作按
钮，加油枪从上空缓缓降落到客户车辆上
方，业务员顺手从上空拉过加油枪，开始
给客户车辆加注油品。在新式自助发卡终
端前台，消费者通过掌上营业厅、网上营
业厅、自助售卡充值系统，现场体验办理
加油卡、充值、圈存和预分配、查询等业

务。同时参展人员现场充值加油卡1000元
返20元微信券、充值2000元返50元微信券，
优惠活动受到消费者欢迎。在智能服务展
区，消费者开通电子钱包，使用微信、支
付宝等小程序，通过一键加油、授权码、
闪付等方式，绑定车牌或扫描人脸、模拟
加油、实施付款，现场体验智慧加油带来
的便利和实惠。在易捷便利店展区，便利
店摆放核心商品、扶贫商品、自助收银系
统等，参展人员可精选易捷品牌核心商
品，使用电子钱包自助购物，体验汽车服
务功能等场景。在直播带货展区，通过企
业微信公众号平台，依托微信生态圈，向
消费者展示湖北特产、扶贫商品、易捷海
购、核心产品、电商(产业)扶贫成果等，主
持人通过网络平台，现场向广大消费者开
展商品特色、品牌、品质等内容的直播带
货活动，引导消费者走进博览会现场，体
验易捷品牌商品的魅力和展区场景，感受
现场直播带货的氛围。

近年来，山东石油以客户为中心，充
分运用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社交
媒体、线上支付等信息新技术，创新管
理、创新经营、创新服务，促进企业创
效、推进转型发展，深化信息智慧应用，

全力推进油品供应商向现代化“人·车·生
活”综合服务商转型发展，新成果、新模
式、新服务在疫情防控、油品保供、商品
供应、电商(产业)扶贫等方面，充分发挥了
自身优势，展示了品牌形象，彰显了央企
的责任和担当。疫情期间，“一键加油”
业务，从订单到加油，全环节线上操作，
多支付服务方式，满足了广大客户的个性
化、差异化需求，实现了“加油不下车、
付款不排队、开票无接触”的安全便捷服
务，赢得广大消费者及社会赞誉。5月13
日，首次在济南164站创新建设“智慧加油
站”，从“智能加油机”“一体化桌面收
银POS机”“智能手持POS机”“多功能智

能防爆检测终端”“电子发票自助系统”
“自助收银机”“加油卡自助发卡终端”
“车牌支付”“人脸支付”等方面，运用
“互联网+”全新运营模式，全力打造现代
化综合智慧化加油场景。根据疫情实际，
第一时间开通蔬菜、生鲜等商品供应业
务，为农户提供销售平台，为居家防疫采
买商品困难的消费者保供新鲜、安全、平
价的果蔬及生活用品。组织开展“为
‘鄂’拼单，‘易’起加油”为主题的直
播带货活动，全力帮助湖北销售扶贫商
品，助力精准扶贫、助推企业复工复产，
赢得广大消费者的欢迎。非油品经营，依
托存储面积4万平方米、年吐量22万吨的5
座中央仓及遍布各市的2549座易捷便利店
平台，秉持“易捷万店无假货”承诺，践
行“品质保证、服务便捷、商品特色”宗
旨，从线下发展到线上营销，全力打造集
汽服、广告、快餐、保险、电商等为一体
的综合服务业态，成为山东省最大的便利
店连锁零售企业，积极向全国推广青岛啤
酒、莱阳梨膏、景芝白酒等山东名特优商
品。连续多年销售菏泽市单县张集镇贫困
村农产品，用实际行动履行央企的政治责
任、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

□黄鑫 崔立梅

近日，位于利津县循环经济产业园内的东营圣亚生态能源
年产3000万立方米生物燃气生态能源项目发电供热车间已基本
建设完成，工人们正在加紧安装调试沼气发电机组、余热锅
炉、蒸汽锅炉管道和脱硝设备。“该项目建成后，每年可消化
利用作物秸秆等农业有机废弃物10万吨，可有效解决利津县及
周边地区剩余作物秸秆的环境污染问题，变废为宝，通过厌氧
发酵生产的生物天然气1800万m3可满足10万户居民的生活燃气
需要。”陈庄镇副镇长赵泉滨介绍说。

近年来，陈庄镇紧紧围绕“148”工作体系，进一步优化
营商环境，提升招商魅力，不断提高专属于陈庄镇的独特竞争
力和落地生根的强大吸引力，依托新能源引领循环产业发展，
全力打造功能完善产业集聚的现代化园区。

养殖户用上了放心电

□杨秀成

“产业要发展，电力需先行，养殖户用上了放心电，产业
发展的路子才会走得更稳。”日前，在利津县盐窝镇“黄河
口”滩羊产业园区，该镇供电所正在园区内架设高压线路，望
着一排排高标准的羊舍，工作人员深有感触地说。

产业发展电先行，小康路上共逐梦。电足了，心暖了，百姓
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干劲更足了，同时实现了特色产业新突破。据
初步统计，该镇肉羊存栏量达70万只，年出栏将达200多万只，年
产值达21亿元，蔬菜产业年产值达1 .2亿元。电力助力特色产业实
现跨越式发展，将推动盐窝镇由农业大镇向农业强镇转变。

中国石化山东石油“互联网+应用”参展电商博览会

悬挂式加油机首次亮相赢得广泛赞誉

变废为宝
生态能源引领循环产业发展

参会客商兴致勃勃地观看悬挂式加油机

9月7日，经过1个月的试营业，山东能源枣矿集团高煤公
司“物资加工超市”正式上线。该公司整合各类资源建立“物
资加工超市”，实施集约高效管理，统一加工制作标准，提高
了材料使用率，降低了生产成本。 (樊红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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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TDGPXXC0009 崔寨南片区，国道220西侧 31659 商业商务 1 . 2≤地上≤3 . 5；地下≤2 . 0 ≤45% / 40 1900

详见济南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国有建设
用 地使用 权 矿 权 网 上 交 易 子 系 统 网 站 ：
（h t t p：//119 . 1 6 4 . 2 5 2 . 4 4：8001/po r t a l /
main.html）。

2020TDGPXXR0010 崔寨南片区，国道220西侧 9911 居住 1 . 0＜地上≤2 . 0；地下≤1 . 2 ≤20% / 70 1650

2020TDGPXXR0011 崔寨南片区，国道220西侧 14095 居住 1 . 0＜地上≤2 . 1；地下≤1 . 2 ≤20% / 70 2290

2020TDGPXXR0012 崔寨南片区，国道220西侧 10292 居住 1 . 0＜地上≤2 . 0；地下≤1 . 1 ≤20% / 70 1670

2020TDGPXXR0013 崔寨南片区，国道220西侧 10821 居住 1 . 5≤地上≤2 . 3；地下≤1 . 3 ≤20% / 70 1760

济南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济转先管建告字〔2020〕4号)

经济南市人民政府批准，济南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与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管理委员会

建设管理部联合发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公告，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地块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本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共计5宗，

具体详见附表。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

组织均可申请参加(自然人、凡欠缴土地出让

金的、闲置土地的、囤地炒地的、不执行开竣

工申报制度的、履行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存在

严重违约行为的单位和在本市土地招标拍卖挂

牌出让活动中有违规行为的单位及关联单位，

以及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采取网

上挂牌方式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

竞得人。根据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

步完善调控措施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

健康发展的通知》 (济政办发〔2017〕13号 )

规定，本次公告出让居住用地设立最高限

价，网上交易达到最高限价的采取“限地

价竞配建政府储备性安置房面积”方式确

定土地竞得人。

四、申请人可于2020年9月22日起登录济南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矿权

网上交易子系统(ht tp：//119 . 164 . 252 . 44：

8001，以下简称网上交易子系统)下载网上挂牌

出让公告、网上挂牌出让须知及其他相关网上

挂牌出让文件，并按上述文件规定的操作程序

在网上参加竞买。

五、申请人可于2020年10月9日至2020年10

月16日16时前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竞买申

请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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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16日16时。

因银行保证金系统到账存在时间差，建议

竞买申请人竞买保证金缴款时间适当提前。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时

间为：2020年10月9日9时至2020年10月19日9时

30分。

七、资格审查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

实行竞买资格后置审查制度。竞得人应当在

网上交易结束后按照挂牌出让文件约定时

间，持成交通知书、竞买申请书、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报名表、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

副本、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及复印件，或代理人身份证和复印件

(以《挂牌出让须知》为准)到济南新旧动能

转换先行区管理委员会建设管理部进行资格

审核。审核通过后，签订书面《成交确认

书》并报济南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备案；审核

不通过的，竞价结果无效，该宗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重新挂牌出让。竞买保证金按照

《济南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

规则(试行)》的规定办理。

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申请人必须携带相关有效证件资料到

济南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申请办理数字证书，方

可登录网上交易系统申请并参与竞买。数字证

书的办理程序和申请资料要求详见网上交易系

统《使用帮助》。

(二)竞买申请人应详尽了解本次网上挂牌

出让地块现状及所列条件，提交竞买申请视同

对本次网上挂牌出让地块的现状及所列条件无

异议并全面接受。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

让只接受网上竞买申请(即通过网上交易系统

进行)，不接受书面、电话、邮寄、电子邮件

及口头竞买申请。

(四)竞买保证金缴纳银行账号是由网上交

易系统随机自动生成唯一的竞买保证金子账

号。

(五)土地相关权利人自本公告之日起，认

为该出让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依法提起

复议或诉讼。

(六)未涉及事项，以挂牌文件为准。

联系方式：

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管理委员会建设

管理部

联系地址：济南市天桥区309国道大桥段

3099号

联系电话：0531—66604051

联 系 人：李玉喜

济南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地址：

济南市市中区站前路9号1号楼5楼大厅CA

证书办理窗口

联系电话：0531—68966416

联 系 人：李明

济南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管理委员会

建设管理部

2020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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