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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今日章丘

本报3月26日讯（记者 支倩
倩） 透过阳光，细嫩的绒毛闪闪
发光，洁白的果皮开始微微泛黄，
这是甜瓜成熟的表现。作为高官
寨街道第一批甜瓜上市的种植
户，张明杰手里拿着剪刀，轻轻地
将甜瓜摘下。“昨天客户给我打电
话订购了100斤，我给他采摘好
了，他自己过来取。这一亩3000斤
头茬甜瓜还有两三天就全都卖出
去了。今年虽然受疫情影响，采摘
活动暂时还未定，但是政府帮助
瓜农积极扩宽销售渠道，四五月
份甜瓜将大量上市了，今年收成
差不了！”

为避免因疫情影响而导致瓜
农甜瓜滞销问题，高官寨街道提
前谋划、早做准备，不仅多方联系
经销商前来订购，更是改变传统
营销思路，依托大型平台、龙头企
业开展线上交易。积极对接邮政
物流、中石化以及生鲜店，利用大
型企业全国各地网点，展开点对
点、线对线、网对网直接销售。拓
宽济南周边市场，通过济南市菜
篮子工程等渠道，加大本地市场
开发。通过多渠道、多方位、多谋

划，全力保障疫情期间甜瓜产业
发展。

打造高官寨甜瓜品牌，叫响
“甜瓜小镇”称号，提高域内甜瓜
品质口感是关键。为了避免因部
分瓜农技术欠缺导致甜瓜品质下
降，影响品牌质量，2019年4月高
官寨街道组织种植能手、种植大
户成立了甜瓜产业党支部，覆盖
18个村，辖34名党员，根据产业分
工，在技术指导、种植、销售方面
成立三个党小组，充分发挥基层
党组织政治核心和战斗堡垒作
用，以党建引领带动甜瓜产业提
档升级，实现精品化、规模化、产
业化发展。同时，街道聘请专业设
计公司打造高官寨甜瓜整体品
牌，从Logo标识、包装、吉祥物、
宣传策划等进行统一设计提升，
以提高高官寨甜瓜的品牌影响
力，让顾客品尝后不仅唇齿留香，
内心的甜蜜也会更持久。

一年一度的“章丘区高官寨
甜瓜节”会在您的期盼中如约
而至，甜瓜的品种、品质与口感
也会带给您更多的惊喜，甜蜜
的滋味。

本报3月26日讯（通讯员
李静雅） 三月，春暖花开，生
机盎然。刁镇抢抓有利时机，实
施强防控保安全、多督导抓进、
多关心勤帮助三项举措统筹推
进疫情防控和建筑工地施工，
不断加快建设步伐，全力保障
民生工程。经过前期奋战，北部
医疗综合服务中心和章丘实验
幼儿园刁镇分园两大民生工程
迅速按下“快进键”，大型机械、
人员齐上阵，稳步有序推进项
目建设！

建筑工地严格按照上级要
求，认真做好各类防控措施。工
地只开放一个进出口，并安排
专人值守。所有进场人员都佩
戴口罩，做好个人防护。严格执
行“双测温两报告”制度，每日
两次为工人测温登记，保证他
们的身体安全。每天两次对施
工现场、办公等活动场所进行
消毒。同时，建筑工地还设有隔
离室、口罩回收箱等配套设施，
有效防控疫情。镇督查组定期
到北部医疗中心和实验幼儿园
刁镇分园施工现场进行督导，
查看疫情防控措施和工程进度
情况，及时了解项目建设中遇

到的问题，确保企业和职工诉
求得到有效解决，全力保障施
工进度。主动提供服务，及时了
解工人们的身体状况，关心他
们的生产生活需求，帮助他们
解决各项问题，让他们可以全
身心投入施工。

据悉，章丘北部医疗中心
位于刁镇幸福大街北首，项目
总投资额为2 . 78亿元，总建筑
面积约5 . 2万平方米，可提供
396个医疗床位，416个停车位。
项目主要建设门诊楼、住院楼、
液氧站、污水处理站、餐厅等。
建成之后，可满足章丘北部3个
镇街、20万人的医疗需求。目
前，120名员工奋战在工程一
线，主要进行钢筋绑扎、膜坂支
护，计划5月底主体结构封顶！

章丘实验幼儿园刁镇分园项
目总占地面积9430平方米，总
投资2355万元。工程建设内容
包括教学楼一座，建筑面积
3630平方米；操场3220平方米；
道路、绿地2580平方米。设计15
个教学班，可容纳幼儿450人。
目前，8台大型机械、40名员工
正进行一楼主体施工，计划6月
底工程主体结构封顶！

“章丘区高官寨甜瓜节”快来了
品种、品质与口感也会带给您更多的惊喜

官庄街道石匣村小网格显“大神通”
五个网格打起了人居环境提升“擂台赛”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通讯员 米多

三月以来，官庄街道石匣村紧
跟街道工作部署，充分发挥党支部
战斗堡垒作用，第三轮人居环境综
合整治和绿化美化行动正热火朝
天进行中。为进一步激活党群齐心
的干事热情，石匣村党支部创新性
地引入了“竞争机制”，对整治工作
开展效率高、效果好的网格给予表
扬表彰，引导村内五个网格打起了
人居环境提升“擂台赛”。

第一网格负责进村道路区域，
正是石匣村的“门面”所在。为了尽
快让“门面”焕然一新、绿意盎然，
第一网格成员全体出动，垒花池、
松泥土、挖树坑、栽树苗，蜿蜒迂回
的道路两侧，已经萌发了生机。

疫情当前，清脏治乱不仅是提
升人居环境的基础所在，更是阻断
病毒传播、守护安全健康的重要举
措。为此，第二网格深入村内公共
区域，清理道路两侧的枯草、树枝，
为下一步的绿化工作腾出了空间。

自人居环境提升行动开始以
来，第三网格的网格长袁善银任劳
任怨，身影活跃在清脏治乱、残垣
断壁整治、绿化美化现场。在他的

带动下，网格成员们纷纷加班加
点，又快又好地完成任务。“我们都
是土生土长的石匣人，都愿意看着
村庄越变越好”，袁善银看着清理
出来的房前院后，倍感欣慰，“这次
人居环境整治是个好机会，让我们
能为村里多做点事情。”

石匣村坐落于深山，由于地
形位置特殊，很多区域整改难度
较大。面对天然存在的困难，第四
网格成员不畏险阻、“见招拆招”，
铲车卡车齐上阵，清理碎石杂物，
第一时间集中清运，垒田埂、覆泥
土，党员带着群众动手将家园建
设得更美好。

第五网格有一位85岁的老党

员景年梓。由于年事已高，干不了
重体力活，虽然多次跟村里申请要
参加义务劳动，但是考虑到他的实
际情况，村委还是婉言谢绝了。“看
到大家伙都去参加劳动了，我心里
也挺着急的，也想参与进来”，景大
爷语气中有些遗憾，“虽然不能去
打扫公共区域，但是我能打扫自家
房前屋后，把门口的杂物和木头收
拾了，给村里减少工作量。”

官庄街道石匣村的五个网
格，在人居环境综合整治“擂台
赛”中党员带着群众干，互相赶帮
超，大家争先清理院内院外环境、
房前屋后杂物，为美化净化环境
贡献力量。

按下“快进键”，跑出“加速度”

刁镇全力推进民生项目建设

甜蜜的滋味喜上眉梢。

大家

争先为美

化净化环

境贡献力

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暂行办法》及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的相关规定，对本工程
建设情况及环境影响评价进行公
示，以便广泛了解社会各界公众
对本工程的态度及环保方面的意
见和建议，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一、建设项目名称及概要

项目名称：二甲基乙酰胺
（DMAC）技术改造项目

建设单位：山东晋煤日月化
工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山东省济南市章
丘市刁镇化工园区，山东晋煤日
月化工有限公司现有厂区内

项目概要：拟建工程项目总
投资3478 . 01万元，新建1套年产
2万吨DMAC生产装置项目，采
用醋酸和二甲胺原料，醋酸和二
甲胺反应生成DMAC粗品经过2
步精馏得到产品DMAC。

拟 建 工 程 最 终 产 品 为
DMAC 2万t/a。

拟建项目未列入《产业结构
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鼓励

类、限制类和淘汰类中，符合国家
产业政策。
二、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山东晋煤日月化
工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市
刁镇化工园区(邮编:250204)

联系人:王沛谋
电话:13046049407

三、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名称及联
系方式

环评单位:山东青科环境科
技有限公司

地址:济南市文化东路80号
(邮编:250014)

联系人:祁海平
电话:0531-82667653
E -m a i l：f o r e v e r 1 9 6 9@

163 .com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为：
h t t p s : / / p a n . b a i d u . c o m / s /
1gWLgGhfbaAVx6QpnNOcGxg
提取码：n1qb，或扫描二维码获
得。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公众可按上述链接或扫描二
维码下载公众意见表，填写完成
后发送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联系
人邮箱，也可通过电话直接向建
设单位或评价单位反映。

山东晋煤日月化工有限公司二甲基乙酰胺（DMAC）技术改造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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