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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打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今日鲁中

本报9月17日讯（通讯员 陈
文刚 今年以来，莱芜农商银行
为保障受疫情影响涉农出口企
业资金“不断档”，主动走访调研
辖内涉农出口企业，深入摸清农
产品出口资金需求情况，及时推
出出口应收账款池融资业务，搭
建农产品出口融资“蓄水池”，积
极增加资金供给，做到应贷尽
贷。目前已成功为辖内泰丰食
品、晔霖食品等涉农出口企业办
理出口应收账款池融资业务1500
万元。

“农商行推出的这项业务，
不用抵押，不用找担保，只用我
们的账款单就可以放贷款，而且
办理手续简便快捷，随用随贷，
有效保障了我们的资金链。”莱
芜泰丰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胥潇高兴地说道。莱芜泰丰食品
有限公司是一家拥有自营进出
口权，集基地种植、收购、冷藏、
精深加工、国际贸易于一体的现
代化综合农产品加工出口企业，
也是莱芜农商银行重点扶持的
涉农出口企业。该公司主营保
鲜、腌制、脱水及速冻四大系列
高品质农副产品近百种，其中主
要有：生姜、大蒜、水果、土豆、寿
司姜片等，产品主要销往欧洲、
美洲、中东、东南亚等60多个国家
和地区。今年受国外疫情严峻形

势影响，该公司所出口的农产品
资金回笼慢，加之目前是收购大
蒜、生姜等原材料季节，资金短
缺成为该企业一大难题。该行在
走访调研中，了解到该企业资金
困难后，及时上门主动与该企业
负责人对接，详细讲解了农商行
推出的出口应收账款池融资业
务政策及办理流程，及时审核企
业40余笔应收账款资料完成建
池手续，仅用1天时间，为该公司
办理融资贷款1000万元，及时解
决了资金难题。

为帮助辖内农产品出口龙
头企业解决资金难题，该行积极
开展“涉农出口企业金融帮扶专
项行动”，深入辖内30余家涉农出
口企业走访调研，对客户生产经
营情况、贸易结算情况、行业市
场前景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分析，
主动加强对接、政策宣讲和金融
服务，提供全方位金融咨询服
务。同时，针对辖内农产品出口
客户多、有效抵押资产少、货款
回笼稳定等实际情况，找准客户
资金需求重点，及时推出融资产
品“汇融通”，将企业农产品出口
应收账款纳入“融资池”，简化手
续，提高效率，精准对有订单、有
效益的涉农出口企业“供血输
氧”，有效解决企业融资难、担保
难问题，搭建起融资“蓄水池”。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莱芜区举行第七届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

莱芜区组织召开城市管理综合考评
第三方测评工作点评会

本报9月17日讯（通讯员
马建国） 9月16日上午，莱芜
区组织召开城市管理综合考评
第三方测评工作点评会。各镇

（街道）、区城管委相关成员单
位分管负责同志、区城管委办
公室有关人员参加会议，会议
由区城管局党组书记蔺卫国主
持。莱芜区政府副区长张新建
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蔺卫国首先通报了
城市管理综合考评7、8月份第
三方测评问题处理情况通报，

对存在的问题及具体扣分情况
进行梳理。

张新建指出，城市管理综
合考评是一场苦役、硬仗、攻坚
战，各镇街、各部门要有等不起
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
不住的责任感，找准第三方测
评的中暴露出的问题和根源，
抓早、抓小、抓实，力争在短时
间内全面掀起城市管理综合考
评领域的冲刺战。

张新建要求，各镇街、各部
门要突出工作重点，强化工作

合力，健全工作保障，严格考核
督导，确保城市管理综合考评
成绩稳步前移。

莱芜农商银行：

搭建涉农出口企业融资“蓄水池”

根据生态环境部发布的《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
第4号）相关要求，对本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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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的态度及环保方面的意见和
建议，接受公众的监督。

一、建设项目名称及概况
1 .项目名称
姚家岭铁矿选矿厂（20万吨

铁精粉高效智能化精选）技改项
目

2 .项目概况
拟建项目位于济南市莱芜农

高区方下街道办事处张公清村东
南1km，占地面积为28802 . 3m2，
主要建设内容为破碎系统、磨矿
系统以及辅助设施制砂站和充填
站等，项目建成后可达到年产
16 . 67万吨铁精粉的规模，总投
资7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55万
元。

二、工程污染物排放及预防
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
措施的要点

1 .废气
项目粗碎、细碎工序、筛分及

干式磁选工序以及制砂破碎粉尘
经集气罩收集后引入脉冲袋式除
尘器处理，最终经排气筒排放；胶
固粉仓及水泥仓产生的呼吸粉尘
经各自仓顶自带的布袋除尘器处
理后无组织排放；皮带通设置喷雾
抑尘装置；运输车辆加盖篷布并清
洗车身、车轮以减少运输扬尘。

2 .废水
项目洗车废水经沉淀后循环

使用；降尘用水全部损耗；选矿废
水（精矿回水及尾矿回水）回用于
生产，形成闭路循环，不外排。

3 .噪声
拟建项目噪声污染源主要来

自颚式破碎机、平板振筛、球磨
机、磁选机等设备，类比同类设

备，其源强为70-95dB(A)。在选
用低噪声设备，采取相应的隔声、
减振、消声等措施并经过距离衰
减后，厂界噪声值能达到《工业企
业 厂 界 环 境 噪 声 排 放 标 准 》

（GB12348-2008）2类标准要求。
4 .固废影响
项目运行过程中产生干选废

石和粗粒尾砂回用于井下充填和
巷道喷浆；尾矿回用于井下充填；
废钢球收集后外售处理；含油抹
布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废机油
及废油桶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委
托资质单位安全处置；洗车沉渣
收集后外售建材公司；粗碎、细碎
工序及筛分、干式磁选工序配套
脉冲布袋除尘器收集尘均回用于
选矿生产；制砂破碎工序配套脉
冲布袋除尘器收集尘与筒仓除尘
器收集尘均回用于井下充填和巷
道喷浆。

三、环境影响评价结论要点

拟建项目在各项污染治理措
施落实后，可以做到废气、废水、
噪声的达标排放，对固废进行安
全处置，能满足当地总量控制要
求，满足当地总体规划的要求。因
此，本项目的建设从环保角度来
看是可行的。

四、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全文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
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1 .网络链接：
http://www.ep-home.com/fo-
rum.php?mod=viewthread&tid=
393851&extra=。

2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
途径：可在山东康华矿业有限公
司查阅纸质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五、建设单位及其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山东康华矿业有

限公司
单位地址：济南市莱芜农高

区方下街道办事处张公清村东南

1km
联 系 人：梁总
联系电话：18663415899
电子邮箱：lwkhky@163 .com

六、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及联
系方式：
机构名称：山东驰源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
联 系 人：娄工
联系电话：17865932193
电子邮箱：2946721740@qq.com

七、公众提出意见的时间和
方式

公众认为必要时可以向建设
单位或者其委托的环境影响评价
机构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或索取
补充信息，时间自公示之日起10
个工作日内，通过电话及邮件的
方式联系。

发布单位：山东康华矿业有
限公司

发布时间：2020年9月14日

山东康华矿业有限公司
姚家岭铁矿选矿厂（20万吨铁精粉高效智能化精选）技改项目环评二次公示

本报9月17日讯（记者
亓玉飞） 为提高广大人民群
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技能
的意识，近日莱芜区在莱芜大
厦广场举行第七届国家网络
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区直有
关单位分管负责人，各功能
区、镇（街）分管负责人，互联
网企业及群众代表共计160余
人参加仪式。

活动现场，为市民代表发
放了宣传资料，参会人员依次
在活动背景板上进行了签名。
此次网络安全宣传周以“网络

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为主题。活动时间自9月14日-
20日共计7天。网络安全宣传周
将结合疫情防控实际需要，采
取线上活动为主，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方式，发动网信企业、媒
体、社会组织、群众广泛参与，
深入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同时，
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还将举办
校园日、电信日、法制日、金融
日、青少年日、个人信息保护日
等系列主题日活动，从各个领
域持续掀起网络安全宣传热
潮。

据悉，国家网络安全宣传
周自2014年以来，已成功举办
六届。2016年中央网信办、教育
部等六部门联合下发《国家网
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方案》，以制
度形式明确每年9月的第三周
为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自
2016年至今，宣传周一直以“网
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
民”为活动主题，这是“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在网络
空间安全领域的具体体现，集
中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点评会现场

到泰丰食品调研走访了解企业经营情况及资金需求。

活动现场，为市民代表发放了宣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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