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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花卉协会盆栽植物分会、山东
省花卉协会主办，中国花卉协会花文化分
会、中国花卉协会观赏苗木分会、中国花
卉协会零售业分会、中国花卉协会盆栽植
物分会全国各工作站(参加展会的知名花
卉企业)协办，和由山东花都会展有限公
司、山东金桥古典园林建设有限公司、青
州市亚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承办的第 17
届中国(青州)花卉博览交易会暨第 11 届
山东省花卉交易会将于 9 月 29 日— 10
月 7 日在中国青州花卉苗木交易中心举
行，旨在紧紧围绕“花卉强市”发展目标，
打响“东方花都、青州花卉”品牌，促进全
市花卉产业转型升级，进一步巩固青州花

卉产业在全国的行业地位。
这届花博会的办会主题是：东方花

都、花彩青州。本届花博会特点有三：一
是规模大：布展规划面积3 . 2万平方米，
为近几年布展面积最大的一届；二是活
动多：策划“中国杯”组合盆栽山东分区
大赛、花卉组摆高峰论坛、东亚多肉植
物产业发展高峰论坛、多肉植物展、“花
卉进万家”花卉科普展等多项花卉为主
题的系列活动；三是品质高：招商展位
采取收取展位费的专业展会模式，举办
花卉类评奖，提高花博会参展商的品质
和参展积极性。

这届花博会的主要活动有：1 . 第 17 届
中国(青州)花卉博览交易会暨第 11 届山东
省花卉交易会开幕式；2 . 盆栽植物分会工

作站年度工作会议；3 . 盆栽花卉种苗产业
发展论坛；4 . 花卉组摆高峰论坛；5 . 东亚
多肉植物产业发展研讨会；6 . 中国花协盆
栽植物分会多肉小组成立仪式；7 .“花卉进
万家”暨花卉科普创新宣传活动。另外还有
2017 全国多肉植物展、“中国杯”组合盆栽
山东分区大赛及家庭园艺展、“香韵齐鲁”
兰花展、盆景精品艺术展、“花卉进万家”花
卉科普展等 5 个分项展览。

本届花博会在展场方面则有如下规
划：会场包括中国青州花卉苗木交易中心
各交易厅，中厅作为主展厅，设置招商展
位、花艺景观及展会服务性区域，会期主展
厅面向游客凭票参观。主展厅面积 4 . 2 万
平方米，会期利用 3 . 2 万平米进行布展，分
花艺观赏区、企业展示区和花卉交易区。

1 . 花艺观赏区：围绕“东方花都、花彩
青州”办会主题，合理布局，以花卉为主体，
打造体现旅游功能的花卉观赏性区域，包
括景观造型和专题展示两部分。景观造型
利用花卉造景和花艺造型等形式进行打
造，专题展示以前沿的展示形式，策划组织
多肉植物、兰花、盆景、组合盆栽、家庭园艺
和花卉科普等系列专项展览。

2 . 企业展示区：采用特装展位和标准
展位的展示形式，由以形象展示为目的的
参展企业进行布展，展示国内外知名花卉
企业新品种、新设施及新技术。

3 . 花卉交易区：采用标准展位和自由
展位形式布展，由以产品交易为目的的参
展企业进行布展，交易品类按类别进行区
域划分。

中国（青州）花博会规模为近年来之最

┬王庆和 霍小坡

青州市畜牧局围绕“四新四化”核心
任务，把加快畜牧业新旧动能转换作为突
破口，持续推进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调
整，加快畜牧经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打
造优质高效安全的百亿级产业链。

加快畜牧产业结构调整，推进标准化
规模化发展。一是落实“三区”发展规划。按
照《青州市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适养区
划定方案》，积极抓好规划落实。在禁养区
内，全部关闭或搬迁畜禽养殖场和养殖户。
在限养区内，严禁新建各类小型畜禽养殖
场，严格控制畜禽养殖场区的数量和规模。

在适养区内，积极调整畜禽养殖业结构，大
力发展规模化、标准化生态循环养殖。二是
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结合各镇、街道的资源
条件和养殖传统，按照“稳猪、优禽、促牛
羊”的发展方向，积极调整优化畜牧业的区
域结构、品种结构和产业结构。三是大力实
施示范创建。开展标准化示范创建行动，积
极创建一批市级以上标准化示范场。年内
新建改建现代畜牧园区 5 处以上，争创省
级以上标准化示范场 2 处以上。加快推进
总投资 1157 . 68 万元绿色畜牧业示范县项
目建设，发展生态循环畜牧经济。

加快畜牧科技研发推广，全面提升畜
牧业发展水平。一是加快“产学研”结合。

积极支持畜牧龙头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
等对接交流，推行产学研一体化，加快畜
牧科技人才的引进培养和科技成果转化，
不断提高畜禽良种率以及畜禽疫病预防
控制、污染治理技术支撑能力。二是加快
标准化技术的推广应用。围绕 2017 年主
推技术和主推品种，广泛开展技术推广活
动，严格对照畜牧养殖业标准和技术规
程，推行畜禽养殖智能化、行业管理信息
化，不断提升标准化生产水平和产品品
质。三是加强专业技术人才培训。在定期
组织专家咨询、技术人员培训和技术资料
发放等活动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网站、微
信公众号的新型媒介作用，加大新型生物

技术推广力度，进一步提升生产一线人员
技术研究、技术推广、项目管理等方面的
能力和水平。

加快促进畜牧业三产融合，做大做强
畜牧龙头企业。一是加快发展畜牧龙头企
业。依托重点产业项目，积极引导扶持良
种培育、饲养、加工、销售行业畜牧龙头企
业发展。从市场需求入手，支持潍坊江海
原种猪场、山东庞大畜牧科技有限公司、
逄山蜜蜂园有限公司等畜牧企业膨胀规
模，扩大市场份额，推动企业转型升级。二
是大力发展“龙头企业+合作社”养殖模
式，实行全产业链发展，同时优化利益链
条，合理分担风险，实现抱团发展。三是大
力实施“互联网+”。积极推行“云养殖”模
式，依托东亚畜牧交易所等集线上线下、
国内外、研发交易于一体的国际化电子商
务平台，积极鼓励支持畜牧企业参与平台
交易，大力发展“畜牧产业+电商+旅游”。

青州市畜牧局

大力助推畜牧业可持续发展

┬张晓林 孙磊

今年以来，青州市经信局以“四新”促
“四化”，在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
态方面谋划布局，用产业智慧化、智慧产
业化、品牌高端化、跨界融合化支撑为引
领，以加快园区平台建设为基础，以各类
优惠政策扶持为抓手，全力推进青州工业
迈向中高端水平。

一是加快建设一批“四新”、“四化”经
济的培育载体。加快“千人计划产业园”、

“生物材料产业园”等平台建设进度，完善
高新技术的基础设施，推进国家“千人计
划”人才引进，加快我市高新技术产业发
展的步伐。依托经济开发区千人计划产业
园，出台了《鼓励国家“千人计划”专家等
高层次人才来青创业暂行办法》，先后引
进了耐威科技项目、科而泰隔震降噪项
目、德骏超高效节能电机项目等 4 名“千
人计划”高层次人才来青州投资创业。

二是强化政策引导，鼓励企业智能化
改造。围绕“四新”、“四化”发展要求，强化

政策筛选、系统集成和协同推进。深化落
实装备首台套、电子商务、智能制造等支
持政策。落实企业“智能工厂”、“机器换
人”等项目补助政策，加大财政资金对高
端装备、生物基材料、节能环保等新兴产
业发展的扶持力度，依托装备首台套政
策，重点支持机器人等智能制造装备、高
端能源装备、高端及重大成套装备、关键
零部件及基础件、公共服务平台和首台套
重大装备示范应用。目前已与沈阳新松机
器人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并组织江淮汽

车、卡特山工、汇强重工、建富齿轮、云洲
钢圈等 13 家企业开展了智能化改造。还
重点引进了北京超同步伺服股份有限公
司、天津迈赫机器人等项目落户青州，他
们将在智能伺服系统、机器人关键核心
部件、高档精密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
智能装备、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等各领
域全面提升推进当地传统企业智能化改
造进程。另外，下一步还将加大传统产业
智能化改造政策扶持力度和新兴产业培
育力度，鼓励企业引进工业机器人、数控
机床等智能装备，实施现有生产线的智能
化改造，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和管理水平，
全面加快“青州制造”迈向“青州智造”的
步伐，以尽快实现青州工业企业新旧动能
转换。

青州市经信局

全面扶持工业向中高端水平迈进

三部门联合执法保道路交通有序
┬┬王王琦琦 徐徐珂珂

为为进进一一步步加加强强和和改改进进城城区区道道路路交交通通
安安全全管管理理工工作作，，有有效效治治理理城城区区突突出出交交通通
违违法法行行为为，，努努力力打打造造安安全全、、畅畅通通、、有有序序的的
城城区区道道路路交交通通环环境境。。由由青青州州市市公公安安局局、、交交
通通运运输输局局、、城城市市管管理理行行政政执执法法局局三三个个部部
门门成成立立联联合合整整治治工工作作领领导导小小组组，，自自 99 月月 11
日日起起，，在在全全市市范范围围内内开开展展为为期期一一个个月月的的
城城区区交交通通秩秩序序联联合合整整治治工工作作。。

此此次次整整治治将将医医院院、、学学校校、、商商场场、、旅旅游游
景景点点、、车车站站等等周周边边区区域域路路段段设设为为重重点点区区

域域。。重重点点针针对对车车辆辆乱乱停停乱乱放放，，““黑黑出出租租””违违
规规载载客客，，出出租租车车随随意意停停车车、、调调头头揽揽客客，，商商
贩贩摆摆摊摊、、占占道道经经营营等等行行为为开开展展整整治治工工作作。。

严严厉厉打打击击违违法法停停车车行行为为

99 月月 1122 日日，，是是联联合合执执法法行行动动第第五五天天，，
早早上上八八点点半半，，执执法法队队员员就就来来到到了了益益都都中中
心心医医院院门门口口，，对对中中心心医医院院门门口口两两侧侧进进行行
重重点点执执法法。。虽虽然然在在该该路路段段画画上上了了禁禁停停线线，，
但但是是路路边边仍仍然然停停着着不不少少机机动动车车，，以以电电动动
汽汽车车为为主主。。由由于于无无法法联联系系到到车车主主，，交交警警按按
照照规规定定将将违违停停的的电电动动汽汽车车用用拖拖车车拖拖走走。。

还还有有些些车车辆辆虽虽然然停停到到了了停停车车位位，，但但是是不不
按按要要求求停停放放，，存存在在侵侵占占盲盲道道、、占占用用多多个个停停
车车位位的的情情况况，，针针对对这这种种情情况况，，城城管管执执法法队队
员员对对车车主主进进行行劝劝说说教教育育，，让让车车主主按按规规定定
停停放放，，对对无无法法及及时时纠纠正正的的车车辆辆进进行行处处罚罚。。

公公共共停停车车位位不不是是““私私有有财财产产””

在在停停车车位位紧紧张张停停车车难难的的情情况况下下，，有有
些些门门店店却却擅擅自自将将门门店店前前的的停停车车位位当当成成

““私私有有财财产产””。。这这不不仅仅违违反反了了相相关关规规定定，，而而
且且存存在在安安全全隐隐患患。。针针对对这这一一现现象象，，近近日日城城
管管队队员员对对云云门门山山路路以以及及玲玲珑珑山山路路部部分分路路

段段 5500 余余家家沿沿街街店店铺铺占占用用停停车车位位的的现现象象进进
行行了了集集中中整整治治。。共共没没收收占占用用公公共共停停车车位位
的的三三角角反反光光锥锥 110000 余余件件，，对对门门店店负负责责人人进进
行行了了说说服服教教育育。。

向向占占道道经经营营说说““不不””

下下午午五五六六点点，，有有商商贩贩将将摊摊点点摆摆在在道道路路
旁旁，，有有的的直直接接摆摆在在非非机机动动车车道道内内，，有有的的摆摆
在在路路口口上上，，不不仅仅妨妨碍碍了了交交通通，，而而且且存存在在极极
大大安安全全隐隐患患。。执执法法局局多多次次对对占占道道经经营营行行为为
进进行行治治理理，，对对于于屡屡教教不不改改的的商商贩贩进进行行坚坚决决
打打击击。。同同时时执执法法队队员员每每天天在在高高峰峰期期对对重重点点
路路段段进进行行巡巡逻逻，，维维持持道道路路秩秩序序。。此此外外，，针针对对
占占道道经经营营的的问问题题，，执执法法局局采采取取““人人性性化化执执
法法””，，设设立立多多个个便便民民疏疏导导点点，，不不仅仅方方便便商商
贩贩摆摆摊摊经经营营，，也也方方便便市市民民日日常常生生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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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资公告
山东星美包装机械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781310479870D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3000万元减少
至人民币500万元(其中股东肖际云减少出资1175万元，股东杨丹丹减少出资1325
万元)。请债权人自见报起 45 日内向公司提出债务清偿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
此公告。联系人：肖际云，电话 18366556268，地址：青州市驼山北路 65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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