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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打关注B022

乐陵味道“飘香”成都糖酒会
百家食品调味品企业揽金21 . 8亿

尊敬的电力用户：
如您在我公司已办理销

户，但仍存在电费余额，因销
户后部分客户无法联系，请您
于2021年5月21日前携带相关
证明材料(企业用户：携带盖
章版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身
份证复印件、银行账户相关证
明；居民客户：携带户名本人
身份证复印件、银行卡复印件
及银行账户正常使用相关证
明)到当地供电营业厅办理退
费业务，过期视为自动放弃。
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详情请
咨询属地营业厅，咨询电话如
下(区号：0534)：

城区供电中心：3885090
经 济 开 发 区 供 电 所 ：

3885180
北铺店供电所：3638622
北 铺 店 所 苏 留 庄 厅 ：

3633122
新盛店供电所：3541818
东李供电所：3511911
东李所雷集厅：3912122
香赵庄供电所：3503081
田庄供电所：3528622
宋楼供电所：3581822
白马湖供电所：3578832
双庙供电所：3557786
双庙所渡口驿厅：3552778
南城供电所：3591511
特此公告。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

夏津县供电公司
2021年4月7日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夏津县供电公司

关于办理销户退费工作的公告

尊敬的电力用户：
如您在我公司办理销户

业务后仍存在余额，因销户后
部分客户无法联系，请您于
2021年5月15日前携带相关证
明材料(企业用户：携带盖章版
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身份证
复印件、银行账户相关证明；
居民客户：携带户名本人身份
证复印件及银行卡复印件)到

当地供电营业厅办理退费业
务，过期视为自动放弃。感谢
您对我公司工作的理解和支
持。详情请咨询属地营业厅。

德州市陵城区供电公司
中心营业厅咨询电话：0534-
8283031/8283069

特此公告。
国网德州市陵城区供电公司

2021年4月7日

国网德州市陵城区供电公司

关于办理销户退费工作的公告

尊敬的电力用户：
如您在我公司已办理销

户，但仍存在电费余额，因销户
后部分客户无法联系，请您于
2021年5月15日前携带相关证明
材料(企业用户：携带盖章版营
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身份证复
印件、银行账户相关证明；居民
客户：携带户名本人身份证复
印件、银行卡复印件及银行账
户正常使用相关证明)到当地供
电营业厅办理退费业务，过期
视为自动放弃。感谢您的理解
和支持。详情请咨询属地营业
厅，咨询电话如下(区号：0534)

郑店供电所：7614452
铁营供电所：7614426
胡家供电所：7614412
黄夹供电所：7614422
郭家供电所：7614435
化楼供电所：7614457
朱集供电所：7614442
大孙供电所：7614416
孔镇供电所：7614462
杨安镇供电所：7614447
城区供电中心：7614406
特此公告。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

乐陵市供电公司
2021年4月7日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乐陵市供电公司

关于办理销户退费工作的公告

本报德州4月8日讯(记者
李梦晴 通讯员 贾鹏 陈志
博) 金丝小枣提取的酵素、酱
焖炖卤复合调味料、德盛斋老汤
扒鸡……4月7日，在四川成都，
第104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
上，100余家乐陵食品调味品企
业创新推出的60多类370余种特
色产品在本届糖酒会上大放异
彩，凭借高品质、高签单、高人
气，成为了糖酒会上的“香饽
饽”，一开馆，上万名客商顺着飘
香的乐陵味道，纷纷而来……

当天，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
有42个国家和地区的4106家参
展商参展。在6号馆的中国金丝
小枣之乡——— 山东乐陵红枣特
色展馆，现场可品尝的金丝小
枣、暖蒸枣、冲泡好的晒枣骨人

参茶、金丝小枣生物制品酵素吸
引众多参观者驻足。德润健康食
品有限公司更是在展会上发布
新产品枣芽茶、红枣莲子羹，让
不少采购商频频回头。

线上直播间也是热闹非凡。
来自成都的网红主播正向全国
各地的网友们展示本次参展的
各种商品，现场的企业也轮流在
直播间推荐特色产品。“我没去
过乐陵，但早就听说乐陵金丝小
枣很有名。今天品尝了一下这些
红枣产品，果真美味。”来自浙江
的李春江对乐陵味道竖起了大
拇指。

乐陵红枣及调味食品产业
一直是乐陵的优势主导产业。近
年来，乐陵市大力实施“接二连
三进四”红枣振兴工程，先后培

育发展德润、百枣纲目、金思甜
等100多家知名品牌企业，开发
出枣茶、枣酒、枣醋等10大系列
140多种产品，年产值高达20亿
元。乐陵作为中国调味品产业
城，杨安镇被农业部认定为全国

“一村一品”示范村镇。目前，现
有调味品生产企业300多家，产
品涉及辣椒、香辛料等调味品和
脱水蔬菜、方便面料(酱)包等12
大系列200多个品种，是全国最
大的香辛料、调料包供应基地，
年销售收入突破百亿元。

为扩大乐陵红枣及调味食品
产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自2015
年起，乐陵市就开始集中组织相
关企业参展糖酒会，展示推介乐
陵特色产业，至今已连续参加了7
年糖酒会。此次糖酒会上，乐陵市

专门搭建展示“中国金丝小枣之
乡”和“中国调味品产业城”风采
与魅力的2处特色展馆，组织100
余家枣制品、食品调味品企业参
展，乐陵市相关党政领导及乐陵
市工信局、经济合作中心、杨安镇
等部门主要负责人专程来到展区
现场，亲身推介独具乐陵味道的
特色产品，各家企业展位前，品尝
美味枣制品，洽谈对接调味品购
销事宜的客商络绎不绝。

在11号馆D062T华畅味业
展馆，50平米的中国红色调精装
展厅格外引人注目，红烧酱料、
老卤料、油醋汁等系列新品更是
吸引了超高人气。“我们从2002
年建厂以来，连续参加了19年糖
酒会，此次糖酒会上，每天接待
专业观众详细洽谈1200余人次，

达成购销意向协议50余个，成功
签约入驻四川、陕西江苏、山东、
新疆、辽宁等10多个省30个城
市。”华畅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建洲说，华畅结缘糖酒会，不
仅仅是对外营销产品，更通过这
个优质的行业平台“知己知彼”，
传递企业形象，刺探行业风向。

为构建多载体、多层次、多
渠道营销网络体系，乐陵还搭借
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的“东风”，
举行了德州(成都)食品调味品
产业经贸合作恳谈会。7家乐陵
调味品企业与意向客商现场签
订调味食品购销贸易合作协议，
总贸易额达5 . 8亿元。乐陵市参
展企业共与320多家合作伙伴达
成贸易合作协议，总贸易额21 . 8
亿元。

本报德州4月8日讯(记者
王金刚 通讯员 李月 ) 近
日，禹城少年杨旭东打进中甲
联赛的消息刷爆朋友圈，这种
热情源于禹城人民对足球，对
体育事业的热爱。“走时还是稚
气未脱的孩子，如今已成翩翩
少年，一米九零的大个头，让我
这个曾经看着他长大的教练，
都只能抬着头给他说话。”4月7
日，记者有幸采访到了杨旭东
的启蒙教练于小虎，近距离了
解更多关于杨旭东的故事。

出生于2001年的杨旭东，
是禹城老城东街人，今年刚好
19岁。曾经在南街小学就读时，
就已经在足球场上崭露头角。
家人发现孩子的兴趣爱好后，
及时为他报名了足球培训营，
接受系统专业的训练。而于小
虎，就是杨旭东的第一任教练。

“那时候就发现这孩子身
体素质特别好，特别有天赋，就
想专门训练他，让他出去打比
赛，为禹城人民争光。”于小虎
回忆说。有了培养目标，有了奋
斗方向，说干就干。为此，于小
虎在领导的支持下，多方打听，
多方联系，科学研究，认真分
析，最终拟定了初步的培养计
划，争取让杨旭东朝着更加专
业的方向前进。

“足球训练本身就是体能
训练，主要有技术、技能和对抗
三方面。身体训练包含协调性、
柔韧性、灵敏、速度、力量、耐力
等等。”于小虎介绍，要做到这
些，需要每天不断地刻苦训练，
还得看孩子是否能坚持。

但体育事业就是这样，无
论有多辛苦，都要坚持，都要努
力。每逢周末，别人家的孩子都
会在家人的陪伴下尽情玩耍，
而杨旭东却要早出晚归，到体
育场上接受系统的练习。

面对高强度的训练，曾经
幼时年少的杨旭东，累过，伤
过，也偷偷抹过眼泪，但他从没
有喊过一声，也从没有说过要
放弃。而这，自然要归功于于小
虎的鼓励和支持。“没有任何一
件事是不辛苦的，只要你想干
好它，付出就会有收获，不要怕
辛苦，努力一定会有回报，加
油。”这句话，不知于小虎曾经
给杨旭东说过多少遍。也正是
因为这句鼓舞的话，最终让杨
旭东坚持了下来。

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
在禹城市教育和体育部门的支
持下，在于小虎的悉心培养下，
杨旭东终于迎来了属于他自己
的收获。多次代表禹城参加德
州市运会，代表德州参加山东

省运会、锦标赛。由于表现出
色，2013年9月份，由禹城市体
育中心牵头，杨旭东被推荐到
北京八喜足球俱乐部试训，年
仅13岁的杨旭东成绩优异，破
格入选到U15梯队，从此便开始
了他的专业足球之路。“旭东主
要司职前锋，也曾在梯队出任
过中后卫和后腰等多个位置。
他身高突出，左右脚均衡，头脑
清晰，责任心强。脚下技术较为
细腻，擅长远射、后排插上抢点
攻门。”于小虎津津乐道地对自
己的得意门生介绍。

就这样，4月5日，杨旭东正
式与中甲球队北京北体大足球
俱乐部签订职业合同，成为球
队一线队正式球员，将代表北
京北体大足球俱乐部征战2021
年中国足球甲级联赛。

“从9岁开始踢球，到19岁
成为了一名正式球员，十年时
间，我们的付出，孩子的努力，
终归没有白费，这对我们，对家
庭，乃至对全市来说，都是一件
值得骄傲的事情。”于小虎信心
满满，颇为自豪地说道，“相信
孩子将来一定会成为一名合格
的足球队员，能够为禹城，为国
家争取一份荣光，同时为禹城
的教育和体育事业树立标杆，
将体育竞技精神传承下去。”

禹城一足球少年打进全国职业联赛

近日，为进一步加强国
家安全和保密宣传教育，中
石化德州公司通过制定活
动方案，组织全员开展线
上答题活动，加油站通过
悬挂横幅、办公电脑屏保、
LED屏等多种方式、多阵地
进行宣传，营造良好氛围，
同时梳理涉密岗位人员，开
展失泄密隐患排查等工
作，切实增强全员保密意
识和能力。 (张义)

中石化德州公司

强化保密意识

推动法治建设

尊敬的电力用户：
如您在我公司办理销户

业务后仍存在余额，因销户
后部分客户无法联系，请您
于5月1 5日前携带相关证明
材料(企业用户：携带盖章版
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身份
证复印件、银行账户相关证
明；居民客户：携带户名本人
身份证复印件及银行卡复印

件 )到当地供电营业厅办理
退费业务，过期视为自动放
弃。感谢您对我公司工作的
理解和支持。详情请咨询属
地营业厅。

咨询电话：0534-7617138
特此公告。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

庆云县供电公司
2021年4月7日

国网庆云县供电公司

关于办理销户退费工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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