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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公告
◆潍坊市奎文区盛世伟才幼儿

园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2370705MJE4265327，丢失银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为 ：

J4580012892401，声明作废。

◆潍坊市寒亭区润学培训学

校，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副本丢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370703MJE41841XW，声明作

废，证件无效。

解除劳动合同公告
  闫 庆 喜（ 身 份 证 号 码 ：

370786198207243033），因你自

2022年8月20日起至今连续旷

工，公司根据规定“员工未向公

司请假连续旷工三天或者一个

月累计旷工超过五天的，公司

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并辞退员

工”，与你于2022年9月21日解除

劳动合同。因无法与你取得联

系，特此公告。请自本公告之日

起30日内到昌邑宏达化工有限

公司办理相关手续，逾期未到，

责任自负。

   昌邑宏达化工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2日

通知函
潍坊朵美斯顿酒店管理有限

公司：

  我公司与贵公司于2021年

12月9日签订《酒店合作经营和

委托管理合同》，就“朵美斯顿

酒店”的经营、管理等事项进行

了约定。合同第三章第十四条

第2款约定，项目酒店使用的租

赁物业由我公司与业主签订租

赁合同，免租期及租赁期缴纳

时间和方式参照我公司与业主

方潍坊高新区新城街道泊子股

份经济合作社签订的租赁合同

执行，租赁费由贵公司承担。同

时根据我公司与业主方签订的

《金箔家园3＃商务楼租赁合同》

的5.2条的约定，项目酒店的装

修免租期为2021年10月1日-2022

年4月30日，免租期为7个月。合

同5.3条第1款约定，免租期满前

15日内需向业主一次性交付5个

月租金。

  因贵公司迟迟未按合同约

定向业主方缴纳租赁费，已经

构成根本违约，现业主方已正

式发函通知我公司解除双方签

订的《金箔家园3＃商务楼租赁

合同》，收回项目酒店使用的

物业。

  因贵公司未履行合同义务

导致业主方收回项目酒店使用

的物业，贵我双方的合同目的

已经不能实现，现我公司正式

通知贵公司：

  解除双方于2021年12月9日

签订《酒店合作经营和委托管

理合同》，请贵公司收到该通知

后立即联系我公司协商合同解

除事宜，同时我公司保留追究

贵公司违约责任的权利！

  青岛四相有度酒店管理有

限公司

       2022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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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
记者 刘晓杰）共享阳光，逐梦残
运。9月20日，山东省第十一届残疾
人运动会在日照闭幕。在为期五天
的比赛时间里，我市派出55名残疾
人运动员，他们奋勇拼搏，展现了
我市残疾人自强不息、超越自我、
追逐梦想的精神面貌，以15枚金
牌、9枚银牌、15枚铜牌的成绩，交

出满意答卷。
　　省残运会每四年举办一次，是
我省残疾人事业的一项重要活动。
本届省残运会由省政府主办，日照
市政府承办，9月16日至20日举行，
共设置17个大项700余个小项。我
市共派出55名运动员参加6个大
项、46个小项的角逐，共获得15枚
金牌、9枚银牌、15枚铜牌。

  本报讯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
记者 刘福文 通讯员 董向霞）9
月21日，第十一届山东省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运动会在临沂市胜利闭
幕。潍坊代表团取得8个一等奖、14
个二等奖、9个三等奖，创历史最好
成绩。
  本届运动会是历届山东省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中规模最
大、参与人数最多、设项最多的一
次，潍坊代表团共派出39名运动员

参加了珍珠球、蹴球、毽球、射弩、
押加、少数民族武术、民族式摔跤
等7个大项的角逐，获奖数量超过
历届，并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取
得了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的双丰
收，为潍坊人民争得了荣誉、为全
省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增光添彩。其
中，在珍珠球、射弩、少数民族武术
等项目上表现突出，射弩代表队更
是囊括了混合团体、男女个人全部
项目冠军。

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闭幕

潍坊市代表团揽金15枚

第十一届山东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落幕

潍坊代表团取得历史最好成绩

  本报讯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
记者 张静）重阳节来临之际，9月
22日，潍坊日报社组织老党员、退休
干部职工40余人，前往山东省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党史教育基地寿光
巨淀湖开展党性教育活动，接受党
性再教育、再锤炼。
  风光秀丽的巨淀湖曾是一片盐
碱地，遍地芦苇荡，这里曾孕育了多
支抗日武装力量，成为抗日根据地。
走在湖边，大家不时驻足，追忆那段
血与火的岁月，在“红色记忆”中感

悟革命先烈敢为人先、为国为民的
革命情怀，进一步坚定无私奉献、自
强不息的革命精神。
  活动中，大家一致表示，此次活
动内容丰富、意义重大，通过瞻仰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接受了一次鲜活
的革命精神洗礼。今后将一如既往
地弘扬光荣传统，牢固树立永远跟
党走的坚定信念，离而不休、退而不
休，坚守初心、砥砺前行，继续做好
传帮带工作，为潍坊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潍坊日报社组织老党员、退休

干部职工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本报讯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
记者 邵光耀）9月22日，全省双拥
工作业务培训班开班仪式在我市举
行。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党组成员、副
厅长黄润生传达全国双拥办主任会
议精神并作动员讲话。市双拥工作
领导小组副组长、潍坊军分区政委
童培友出席；市双拥工作领导小组
副组长，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徐磊
致辞。
  黄润生在讲话中就贯彻落实全
国双拥办主任会议精神、双拥模范
城（县）创建、双拥工作业务培训提
出明确要求。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
彻好全国双拥办主任会议精神，持
续加强对新时代拥军支前工作的组
织领导，聚力服务备战打仗双拥工
作主线，加强对新时代拥军支前工
作的研究探索，推动双拥工作各项
任务落实落细。要提高政治站位，加

大宣传力度，精心组织年度考评，以
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深入扎实工
作推动全国双拥模范城（县）创建。
要牢记国之大者，积极适应党、国家
和军队建设全面进入新发展阶段的
新形势，认真总结双拥工作成功经
验，准确把握双拥工作的特点规律，
尽快补齐业务短板，全面推动全省
双拥工作高质量发展。
  徐磊在致辞中表示，潍坊作为
革命老区、驻军大市，有着光荣的
革命历史和优良的双拥传统。将认
真学习借鉴其他地市经验做法，进
一步创新双拥方式，深化宣传教
育，提升双拥工作制度化、规范化
水平，不断巩固发展同呼吸、共命
运、心连心的军政军民关系，继续
谱写新时代双拥共建、深度融合的
新篇章，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

全省双拥工作业务培训班

开班仪式在我市举行

　　本报讯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尹莉莉）日前，我市在2022中国·潍坊高
端人才交流对接会上发布了全市“揭榜挂
帅”科技人才项目。本次揭榜挂帅项目有
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两大类共52个项目，
涉及6个领域，发榜总额近3亿元。
　　实施科技项目“揭榜挂帅”制度是深
化科技改革的重大探索，是科技项目管理
理念和组织形式的重大创新，是突破关键
共性技术、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推进科
技成果转化的重大举措。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可以搞“揭榜
挂帅”，英雄不论出处，谁有本事谁就
揭榜。
　　2021年8月，我市出台《潍坊市重大科
技创新“揭榜挂帅”工作实施方案》，对鼓
励谁上榜、欢迎谁揭榜、如何揭榜、政企各

方怎么干等，全流程予以规范。同年9月，
推出首批榜单、45个项目，已有北京、上
海、沈阳等地16家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
揭榜，对整合创新资源、提升体系化创新
能力、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等产
生了积极推动作用。
　　今年，我市进一步突出问题导向和实
践需求，梳理出一批亟待破题的大项目、
好项目，形成了第二批“揭榜挂帅”榜单，
共52个项目。
　　从项目类型看，52个项目可以分为技
术攻关类和成果转化类两大类。其中，技
术攻关类项目40个，主要聚焦制约全市产
业升级和企业创新的技术堵点，招引“外
脑”助力破题；成果转化类项目12个，主要
是市外高校院所、科研机构和科技型企
业提报的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寻求在潍

坊市落地转化的机遇，发挥实体经济优势
助力科研成果落地。
　　从攻关方向看，涉及6个领域。其中，
现代农业领域20个，高端装备领域11个，
新能源新材料领域7个，新一代信息技术
领域7个，生物医药领域5个，高端化工领
域2个。这些项目，与潍坊市“5+10”产业集
群高度匹配，必将成为撬动相关行业领域
“优存量”“扩增量”的有力杠杆。
　　从榜单“含金量”看，发榜总额近3亿
元，其中，1000万元以上项目11个，500-
1000万元项目13个，200-500万元项目17

个。发榜金额千万元以上项目占到了项目
总数的五分之一，200万元以上项目占比
近八成，可带动相关企业增加产业投入10
亿元以上。
　　从参与层次看，技术攻关类项目发榜
单位既有潍坊市动力装备、食品加工等领
域龙头链主企业，又有制造业“单项冠军”
“瞪羚企业”“隐形冠军”等细分领域头部
企业。成果转化类项目发榜单位既有“双
一流”高校，又有国家级特色科研院所，参
与各方技术创新水平高、研发投入强度
大、科技攻关能力强。

我市“揭榜挂帅”科技人才项目发布
发榜总额近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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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海化纯碱厂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探秘

新时代爱国强军谱新篇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尹莉莉

 通讯员 张勤业 李树坤 文/图

  8月25日，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
联合会在京发布2022年全国石油和
化工行业能效“领跑者”、水效“领跑
者”榜单，交流推广节能降碳新技
术。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纯碱厂
再度蝉联2021年度全国纯碱行业能
效“领跑者”、水效“领跑者”榜单。
  “全国石油和化工行业能效‘领
跑者’、水效‘领跑者’，是行业节能
降碳领域最高荣誉，蝉联这两项荣
誉是对我们探索绿色低碳高质量发
展之路的高度认可。”9月19日，海化
纯碱厂党委书记、厂长王可滨难掩
激动，海化纯碱厂深耕纯碱生产30
余年，始终践行“绿色低碳创新发
展”的经营理念，探索出一条安全高
效、环保清洁、节能低碳的绿色化工
发展之路。

咬咬定定““绿绿色色低低碳碳””不不放放松松

  2018年获评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
合会“绿色工厂”；2019年获评工信部“绿
色工厂”，成为全国纯碱行业唯一上榜企
业；2020年、2021年分别获评中国石油和化
学工业联合会“十三五”节能先进单位和
山东省节水标杆企业；2021年度，海化纯
碱厂重点控制的9项消耗指标全部跃居行
业前三，多项指标稳居行业第一。目前，海
化纯碱厂在工艺技术、设备管理、节能降
耗等方面担当龙头、引领发展，已成为制
碱行业的一个标杆。
  轻质纯碱综合能耗和氨耗是石油和
化工行业重点耗能产品能效“领跑者”标
杆企业考核纯碱产品的两项核心指标。自
2017年以来，海化纯碱厂这两项消耗指标
持续下降，轻质纯碱综合能耗由330千克
标准煤降至2021年的310千克标准煤，氨耗
由4.2千克降至3.23千克，连续5年获纯碱行

业能效“领跑者”标杆企业称号。
  致力发展循环经济，海化探索出了海
（卤）水“一水六用、动脉扩张、静脉串联、
动静耦合”的具有鲜明特色的生态工业发
展模式，形成了上下延伸、左右关联、高度
聚合的生态海洋化工产业集群。作为高度
关联的核心企业，纯碱厂的废水、余热等
实现了循环和梯级利用，生产综合能耗指
标稳居行业前三甲。

抓抓住住体体系系节节能能““牛牛鼻鼻子子””

  “我们每推进一个项目，首先要统筹
能源技术和安全清洁生产两方面的工作，
力争做到同类装置能耗最低、环保最优、
效益最佳。”该厂总工马春晓介绍，他们已
先后通过了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能
源管理4个体系认证，获取了通往国际市
场的“绿色通行证”。 
  海化纯碱厂着力加强对煤、电、汽等
重点能耗指标的管控，对用能进行全过

程约束。“在能源管理过程中，我们主动
求变，创新实施‘三点四线’精益化管理，
将节能降耗工作重心由产量、消耗、工艺
指标结果管控转为用能过程参数管控，
梳理出影响能耗的压力、温度、浓度、流
量四条线，再确定出每条线上的所有核
心关键点，找出上限、下限、最优三个控
制点，建立单点考核机制，真正做到精确
定位、精准管控。”该厂生产运行中心工
艺总监孙在勇说。在创新工艺管理的基
础上，海化纯碱厂还充分利用先进控制
系统，实现了对高耗能设施能效参数的
在线瞬时监控，企业节能降耗潜力得到
进一步挖掘。

打打好好降降碳碳减减排排““组组合合拳拳””

  据该厂盐水车间主任潘玉强介绍，海
化纯碱厂在全国同行业率先采用纳滤膜
技术精制地下卤水代替海水化盐制碱，给
传统纯碱工艺流程再造带来重要变革。

  海化纯碱厂统筹打好降碳减排“组
合拳”，积极探索降本增效新路径，不断
拧紧物尽其用、能尽其效、水畅其流的
“总阀门”：采用电石渣替代石灰石应用
于纯碱生产，降低了石耗、焦耗，减少了
二氧化碳外排，使窑炉顶部控制优于环
保标准；采用布袋除尘技术，将灰尘回收
应用于石灰乳加工，改善了生产环境，年
可节约石灰石84万吨、焦炭5万吨，减排
二氧化碳55万吨；推进实施废水回用项
目，将工艺冷却水由原先的排放外部环
境，改为全部回收循环利用，每天回用
77000立方米……由于节水成效显著，海
化纯碱厂先后被山东省、行业协会评为
标杆企业。
  “日前，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山东深
化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
展的意见》，全厂上下群情振奋、欢欣鼓
舞。这一意见，为我们进一步加快绿色低
碳高质量发展明确了方向，坚定了信心，
增添了动力。”王可滨信心满满。

为帮更多烈士找到“家”
——— 记昌邑市饮马烈士陵园管理员杨智忠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窦浩智

  “把烈士的‘家’整理好、守护好，为烈
士寻找到故乡和亲人，是我最大的使命。
只要我还能站起来，我就会一直把这件事
情做下去。”日前，昌邑市饮马烈士陵园管
理员杨智忠这样告诉记者。作为一名守陵
人，杨智忠老人21年来在做好日常管理工
作的基础上，遍访多处战役遗址，为墓地
里有姓名的烈士寻找故乡和家人。

““家家里里人人反反对对我我来来守守墓墓””

  饮马烈士陵园长眠着700余名为国捐
躯的革命烈士。这里，也是退伍军人杨智
忠老人默默守护了21年的“家”。
  2001年，退伍军人杨智忠和妻子于爱
云一起带着3岁的小孙女住进烈士陵园内
的一间小屋内，成了720位烈士的守卫者。
  那个时候陵园里条件异常艰苦，杨智忠
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没有通知任何亲友。直到
准备搬家到陵园去，他的孩子们才知道。家
人苦苦劝说阻拦，但是却改变不了杨智忠去
看守墓地的决心。他告诉孩子们，墓地里的

烈士为今天的美好生活献出了生命，即便他
不来，也总要有人来看守陵墓的。
  这一待，就是21年。
  初进烈士陵园的破败景象让杨智忠
至今记忆犹新：由于多年的风吹雨打，陵
园里荒草丛生，需要蹚着齐膝的杂草，穿
过院落，才能走到后面的墓地。
  陵园西侧陈旧的小屋成了杨智忠一
家三口的栖身之所，屋内除了一个土炕，
别无他物。当时陵园里没水没电，他只能
骑三轮车去附近村庄接水，晚上则靠点蜡
烛照明。

““要要给给烈烈士士一一个个干干净净的的‘‘家家’’””

  “条件艰苦是难免的，既然已经决定
了在此看守陵墓，就不能半途而废。”杨智
忠说道，“这就是烈士的‘家’，我得尽心尽
力把这个‘家’收拾得干干净净。”
  杨智忠对陵园的杂草进行了彻底清
理，并将所有的门窗和房屋也都修缮了一
遍。因年岁已久，当时很多墓碑都已经断
裂，杨智忠便利用闲暇时间，把断裂的墓
碑用混凝土一点点修补起来。墓碑上的尘

土，他都是用扫帚和湿布小心翼翼清理干
净……2011年，在民政部门的帮助下，杨
智忠的住处接通了水电，陵园也从荒芜一
片变得松柏常青、素花环绕，丰碑矗立。

““为为烈烈士士寻寻亲亲是是我我的的使使命命””

  如今，对于陵园内720座烈士陵墓，杨
智忠早已熟记在心。“第七墓区是丈岭战
役牺牲的烈士，第八墓区是岞山战役牺牲
的烈士，第九墓区是三合山战役牺牲的烈
士……”
  然而陵园内720座墓中有名字的烈士
只有60位，记载地址的仅有17位。为了准
确地为烈士找到亲人，杨智忠把墓碑上的
信息和灵堂上的信息进行比对，然后进行
订正。如果发现有烈士故乡的行政区划发
生了变化，他就在地图上找出来，重新登
记造册。除此之外，杨智忠与昌邑市退役
军人事务局、昌邑市义工联合会、饮马镇
政府保持着密切联系，共同为烈士“寻家”
活动做了大量工作。杨智忠还买来手机，
将烈士的资料发布在网络上，多方打听了
解信息，拓展寻亲渠道。 

  2012年，在烟台市牟平区民政部门的
帮助下，杨智忠帮助杨忠先等3名烈士找到
家人。同年，他又赴莱州，为邵正云等3名烈
士找到家人。2013年，一通电话从临沂打
来，对方通过网上信息联系到杨智忠，后经
证实此人是烈士张志田的孙子……2015年
4月，杨智忠老人与志愿者到威海为烈士寻
亲，返程的路上，又意外接到了段秀钦烈士
子女的电话，最终确认了烈士亲属信息。几
天后，年逾古稀的段家兄妹来到陵园，在父
亲墓碑前长跪不起，失声痛哭。为了这一
天，他们等了整整70年。
  2019年10月5日，杨智忠老人和义工
联志愿者受邀去北京，参加了中央电视台
《今世缘·等着我》栏目的节目录制。在节
目现场与烟台籍烈士李希杰和于春广的
后人见面，并与栏目组成立了“寻亲”团，
常年开展为烈士“寻亲”活动，在社会上引
起很大反响。
  截至目前，年届古稀的杨智忠和志愿
者已为46位烈士寻到家属。如今的他，仍
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在全国各地奔波忙
碌着，因为烈士“寻亲”自费买的车票已攒
了一大盒子。

　　本报讯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
记者 赵金凤）近日，记者从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了解到，为进一步强
化储备土地的管护工作，该局积极
探索，多措并举，做好市级储备土地
管护利用。
　　摸清家底，建立管护台账。该
局全面梳理市级储备土地现状，编
制国有储备土地汇总表，建立文、
表、图、档“四位一体”管护台账，动
态管理市级储备土地6936亩，其中
自行管护1097亩、委托8个街道管
护5839亩，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
的土地保障。“三级”联动，强化动

态监管。建立市、区、街道“三级”联
动常态化巡查机制，规范完善巡查
记录报告、管护巡查通报、年度看
护考评等监管制度，创新实践“时
间+空间”特色化巡查模式，切实保
障储备土地权益不受侵害。创新方
式，提高利用效益。按照“管用结
合、以管为主、合理利用”原则，对
依法纳入政府储备库的土地有条
件地实行临时使用，将6宗735亩储
备土地连同地上房屋，作为办公场
所、免费停车场、休闲公园、疫情防
控公益场站等临时使用，充分发挥
储备土地综合效益。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多措并举

加强市级储备土地管护利用

海海化化““鸢鸢都都””牌牌纯纯碱碱正正在在装装车车外外运运。。

  9月22日至23日，山东第二届晚熟桃大赛在青州举行。本次
大赛共收到潍坊、临沂、淄博、菏泽、济南等全省各地种植能手提
供的213个样品，共计131个品种参赛。大赛将评出10个金奖、30
个优质奖，以及10个组织奖，并于潍坊市2022年中国农民丰收

节上进行颁奖。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付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