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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刚 通讯员 崔培培 报道）2020
年12月30日晚，邹平市市场监
管局接到辖区一家企业打来的
紧急求助电话——山东创新集
团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需
办理公司股权出质业务。由于
是月底又是年末，企业必须在
当晚完成股权出质登记，并在
第二天将相关资料提交银行。
若当天不能办理完成，就无法
赶在银行年底结算前提交材
料，将严重影响企业资金周转
和下一步发展。

为最大限度支持企业发展，
邹平市市场监管局接到企业来
电后，立即安排专人第一时间赶
回工作岗位，为企业提供全程指
导服务。在审查材料过程中，工
作人员发现企业所提供的办理
材料不完善，缺少载有出资人姓
名的企业股东名册，而企业由于
公章不在本地，无法及时提供加
盖公司公章的股东名册。经过
审查，企业提交的材料无关键性

材料缺失，符合容缺受理的适用
情形。因此，邹平市市场监管局
迅速启动“容缺办理”服务机
制。一方面要求企业尽快补齐
完善办理材料，另一方面为企业
开启绿色服务通道，先行办理股
权出质登记，在第一时间为企业
发放了股权出质通知书，为企业
融资赢得了宝贵时间。

2020年12月31日下午，山
东创新集团有限公司派代表来
到邹平市市场监管局，在补齐相
关办理材料后，为该局送上锦
旗，对该局工作人员加班加点服
务企业的做法表示衷心感谢。

近年来，邹平市市场监管局
严格贯彻上级部门关于“最多跑
一次”和“一次性办好”的工作要
求，从群众和企业利益出发，“特
事特办、急事急办、即时受理”，
不断提升行政服务水平。对提
交的注册登记资料，只要关键性
材料不缺失，经审查符合容缺受
理适用情形的即可受理，申请材
料可先行进行流转，需补齐的材
料一次性告知，事后一并补齐。
2020年，邹平市市场监管局共
办理股权出质业务83笔，助企
融资2400亿元，让股权融资真
正成为了企业解决资金燃眉之
急的“源头活水”，助推企业高质
量发展。

邹平市市场监管局：

“容缺办理”绿色通道
解了企业燃眉之急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青博 通讯员 田海滨 张李颖
报道）1月6日晚，滨州保利大剧
院华灯璀璨，鲜花锦簇，音韵悠
扬。带着全市人民的美好期盼，
滨州保利大剧院2021新年音乐
会与大家如期相约。这是保利
院线在滨州举办的第三届新年
音乐会，由滨达实业集团滨和·
沁园独家冠名，邀请中国广播民
族乐团为滨州市民奉献了一场
民族交响乐的饕餮盛宴。

本次新年音乐会的主题是
“国乐锦绣”，以合奏、独奏、重奏
等多种艺术形式全方位展现中
国民族音乐魅力。当晚的演出
曲目在编排上可谓是独具匠心，
由经典曲目及原创民族音乐组
成，既有展示泱泱大国的民族管
弦乐《国风》，旋律欢快动听的民
族管弦乐《可爱的玫瑰花》《青春
舞曲》，节奏灵动雀跃的琵琶协
奏曲《云想花想》，也有大家耳熟
能详的《在那遥远的地方》《掀起
你的盖头来》，令人耳目一新的
二胡、大提琴与乐队《菊花台》，
以及洋溢着浓郁民族风情的笛
子乐《秦川情》、民族管弦乐《太
阳颂》等，令观众沉醉于民乐艺
术的独特魅力之中。中阮协奏

曲《云南回忆》、民族管弦乐《丝
绸之路》则描绘了中国西部的民
俗风情，歌颂了改革开放四十多
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
辉煌成就，带领听众畅游祖国大
好河山。

演出现场气势恢宏，乐团指
挥与乐队配合丝丝入扣，优美的
旋律时而欢快、时而舒缓，使喜
爱声乐艺术的观众大饱耳福。
演出全程高潮不断，曲目间掌
声、喝彩声不绝于耳。演出结束
时，全场观众起立鼓掌致敬。在
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邀请下，乐
团两次返场加演，带来经典曲目
《花好月圆》和《步步高》。乐团
指挥更是指挥现场观众用掌声
配合演奏，台上与台下一起激情
互动，场面十分热烈。

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是成立
于1949年的国家级乐团，是中
国广播艺术团所属的五个分团
之一。乐团历史悠久，拥有近百
人的演奏编制，具有极高的艺术
水准和管理水平，在国内外享有
盛誉。据了解，在刚刚过去的
2020年，滨州保利大剧院邀请国
内外名家名团来滨演出共70余
场，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演员超
1000人次，一年内共接待市民近
5万人次。凭借集纳艺术经典的
演出内容和专业化的舞台设施，
滨州保利大剧院已成为滨州的
文化新地标和城市亮丽新名片。

滨州保利大剧院2021年
新年音乐会精彩上演

1 月 8 日上午 7 点，滨城区市
东街道政通社区西王、北蔺、坊
子、张皮四个居委会的回迁房分
房现场人声鼎沸——四个村居第
一批回迁房分房工作正式启动。

本次回迁分房的安置区是位
于黄河十六路渤海九路的北海新
城小区，共涉及住户2086户。为
做好此次抓阄分房工作，街道和
社区工作人员在短时间内完成了
大量审核复查工作，确保居民的
所有姓名及对应面积信息准确无
误。整个分房工作从 1 月 8 日启
动，为期三天。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安
晓东 摄影）

市东街道市东街道44个村居开始回迁分房个村居开始回迁分房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青
博 报道）1月8日，市政府新闻办组
织召开“‘十三五’成就巡礼”系列新
闻发布会第五场，邀请市水利局负
责同志发布“十三五”时期水利改革
发展成效，并现场回答记者提问。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十三五”
期间，市水利局持续实施重大水利工
程建设，掀起大兴水利建设新高潮，
全面开启水利大投入、大建设、大治
理、大保护的“新时期”，实现“三个历
史性突破”、取得“四个新的成就”：完
成投资219.84亿元，是“十二五”时期
1.88倍，2020年完成投资110亿元，
创历史新高，水利投资实现历史性突
破；实施241项重点水利工程，骨干
河道全覆盖治理，南水北调全线通
水，规模效益实现历史性突破；河湖
长制全面建立，明显河湖问题基本清
零，成功创建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
生态建设实现历史性突破。

全市骨干河道基本治
理一遍，防洪减灾能力实
现“新跨越”

“十三五”期间，我市实施完成6
条重点骨干河道治理380公里、5条
中小河流治理68公里，除险加固大
中型水闸29座、中小型水库6座，连
续实施了19项灾后重点防洪减灾工
程和49项省重点水利工程建设。

通过工程实施，全市骨干河道
基本治理一遍，病险水闸隐患基本
消除，小清河流域防洪标准达到“50
年一遇”，徒骇河、马颊河、德惠新河
等骨干河道达到“61雨型防洪”标
准，有效抵御了“摩羯”“温比亚”“利
奇马”等多轮台风袭击，全市防洪减
灾能力实现历史性跨越。

骨干水网日趋完善，供
水保障能力跃上“新台阶”

“十三五”期间，我市持续实施
重大调水工程建设，构建了三纵两
横的骨干水网工程体系。南水北调
配套工程全面完工，增加长江水引
蓄能力1.505亿立方米。全面解决

农村饮水安全问题，解决103.4万农
村居民饮水安全问题，全市基本实
现自来水“户户通”，全面解决8.4万
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自来水普
及率达98.5%，位居全省前列，典型
经验被水利部在全国推广。深入实
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全市6个县市
区创建全国县域节水型社会，占行
政区总数的86%。

河湖问题基本清零，
水生态建设取得“新突破”

“十三五”期间，我市深入践行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促进人水和谐、绿色发展。

河长制湖长制全面建立并见
效，落实河湖长3970位，涵盖全市
555条河湖4900公里，创新构建“河
长+警长”“河长+检察长”机制，重拳
整治河湖问题4504处，明显河湖问
题基本“清零”，编制151条河湖“一
河一策”整治方案，完成457条河流
4820公里划界，建成115公里“美丽
示范河湖”，河湖环境极大改善。

持续实施水生态修复，小开河
灌区成功创建全国首个引黄灌区国

家级湿地公园，压减地下水4200万
立方米，完成水土流失治理195.37
平方公里，实施重盐碱区域生态修
复，水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推进城
区生态水利建设，完成北环河等城
区河道治理，实施城区水系连通，成
功创建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

夯实农田水利基础，
乡村振兴保障能力迈上
“新水平”

“十三五”期间，我市持续推进
农田水利建设，清淤疏浚河道、渠道
5456.69公里，改善灌溉面积193.6
万亩，建设高效节水灌溉面积35.52
万亩，实施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
节水改造133.94公里。完成农业水
价综合改革426.58万亩，形成了以
公司化运营管理深化改革“滨州模
式”，被国家发改委等4部门列入全
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典型案例》。
投资31.65亿元实施403万亩引黄
灌区农业节水工程，实现农业用水
精准计量，年均节水约5000万立方
米，新增粮食产能5100万公斤。

骨干河道全面治理开启水利建设新时期
“十三五”期间，全市水利建设完成投资219.84亿元，实现“三个历史性突破”，取得

“四个新的成就”

为切实做好春节期间疫情防
控工作，现就加强个人疫情防护相
关要求通告如下：

一、提倡就地过节。非必要不
返乡，在外人员如确需返滨，必须
在返滨前3天向所在社区（村居）报
备，尽量乘坐私家车或者包车返
回，如实说明来源地是否属于疫情
中高风险地区、是否进行核酸检
测、有无风险接触史、返回时间、返
回方式等基本信息。来源地属疫
情中高风险地区的，携带7日内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自觉配合点对点
闭环转接，落实“2+1+7”管控措施
（2次核酸检测、间隔24小时，1次
血清抗体检测，7 天居家健康监
测）；来源地属疫情低风险地区的，
自觉配合落实1次核酸检测措施。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
业领导干部要带头在滨过节，鼓励
企业以岗留工、以薪留工，动员在

滨人员留滨过节。
二、做好居家健康监测。中高

风险地区返滨人员，自觉居家健康
监测7天，不去公共场所。每日测
温两次，自觉向社区（村居）报告有
无发热症状。如出现发热、咳嗽、
腹泻、结膜炎、嗅觉味觉消失或异
常等症状，请戴好口罩，避免乘坐
公共交通工具，第一时间向社区
（村居）报告，并在社区（村居）指导
下就诊。

三、减少出行活动。居民非必
要不出市，确需离滨的，应提前3天
向用工单位、社区（村居）报备行
程，并提前了解目的地疫情形势，
非必要不前往疫情重点地区。确
需离滨的外地员工和学生，提倡由
用工单位、学校采取点对点对接等
方式，安排错峰返乡返岗返校。非
必要不去商超、学校、图书馆、博物
馆、电影院、网吧等公共场所。

四、尽量减少聚集。少走动、
少串门，使用网络、电话等方式拜
年。家庭聚会聚餐要控制在10人
以下。原则上不搞大型团拜、慰
问、联欢等活动。婚庆从缓、丧葬
从简，控制规模人数，严格落实防
控措施。

五、提倡到正规超市或市场选
购冷链食品。切勿购买、食用来历
不明、无相关证明的进口冷链食
品。不要生吃、半生吃冷冻冰鲜食
品。选购或处理冷链食品时，应正
确佩戴口罩和一次性手套，避免直
接接触食品表面。

六、科学佩戴口罩。外出时随
身携带一次性医用口罩或医用外
科口罩，在需要时能立即佩戴，降
低感染风险。不要在未佩戴口罩
的情况下进入商场、超市、市场、交
通场（站）或乘坐交通工具，公共场
所应拒绝未佩戴口罩者进入。

七、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要勤
洗手、常通风、保持社交距离，使用

“公勺公筷”，倡导“分餐制”。
八、做好个人防护。尽量在空

气流通的空间活动，不在人员拥挤
场所久留，避免1米内接触，全程佩
戴口罩，及时进行手消毒。不要从
高风险国家或地区网购商品，接收
包裹和物品时，必须先进行消毒。

九、合理安排接待访客。避免
接触身体健康状况不明的亲友、客
人，每天都要进行室内通风，并进
行日常清洁消毒。

十、传播文明风尚。不要随意
散播他人隐私，通过权威途径获取
疫情防控确切信息，不造谣、不信
谣、不转发、不扩散。
市委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运行
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办公室

2021年1月10日

为切实做好春节期间疫情防
控工作，现就加强公共场所疫情防
控相关要求通告如下：

一、机场、车站、公交、铁路、港
口等公共交通场站要做到佩戴口
罩、检测体温、查验健康码、设置绿
色通道等防控措施。加强运输工
具清洁消杀、通风换气，做好客流
班次调控，缩短等候时间。

二、商场、超市、市场等购物消
费场所，洗浴、美容美发、健身房等
服务类场所要按照最大承载量的
75%严控接待规模，落实划设“一
米线”，采取自助购物、自助结算等
措施，缩短排队等候时间，并做好
健康监测和出入管理。

三、餐饮饭店要督促进出顾客
做好个人防护，严格控制人流密度，
进店人数要与餐位数相匹配。要强

化常规消毒频次，垃圾日产日清。
四、宾馆、酒店等住宿场所要

加强对入住旅客旅居史问询，逐一
排查登记，所有住宿人员均要测温
和查验健康码、行程码。客房公共
用品用具需“一客一用一消毒”。

五、影剧院、棋牌室、歌舞厅等
室内休闲娱乐场所，博物馆、图书
馆等文化服务场所，滑雪场等旅游
景区、景点要做到错峰、限流、实名
入场等，严格控制消费者人数，不
得超过核定人数的75%。

六、养老院、儿童福利院、监管
机构、精神疾病防治机构等特殊场
所要做到封闭管理，并制定防控方
案和应急处置预案，严防输入和内
部传播。

七、医疗卫生机构要做到预约
诊疗、分时段就医、线上咨询等医

疗管理服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乡镇卫生院、门诊部、诊所严格执
行预检分诊、发热病人排查，对发
热或可疑人员按照闭环管理要求
转运。对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
店、诊所购买退烧、止咳药品及用
药人员进行实名登记，并对其实施
跟踪管理。严格落实住院“一病人
一陪护”，禁止探视。

八、各学校要做到严格执行24
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干部带班制
度。师生员工实行“身份核验+测
温”进出校园，外来人员入校严格
落实查验登记制度，实行“测温+健
康绿码+登记”，无关人员一律不准
入校。所有师生员工非必要不离
开滨州市范围，确因工作需要外出
的，严格执行报备及请销假制度。
寄宿生严格执行请销假制度，走读

生“两点一线”上下学，教师、家长
减少不必要社会交往。

九、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
特别是乡镇（街道）、社区（村居）要
制定疫情防控指南和防控管理制
度，安排专人具体负责，储备适量
防护物资，设置隔离场所，配备属
地医疗卫生力量。

十、公共场所要做到定期开展
集中消毒消杀，提高日常消毒频
次。对经常接触的存储柜、电梯间
按钮、扶梯扶手、公共垃圾桶、公用
洗手间等公共用品和设施，每日清
洁消毒不少于三次。重点部位要
做好消毒记录，并张贴明显消毒标
识。
市委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运行
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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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春节期间个人疫情防护的通告

关于加强春节期间公共场所疫情防控的通告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十三五成就巡礼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王仪 通讯员 杨静 报道）近日，滨
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组织开展
了“政府开放日”活动，邀请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市民代表、企业
家代表共30人参加活动。

代表们先后到渤海先进技
术研究院展厅和创意设计中心、
优秀企业家旗帜广场进行观摩，
随后召开座谈会。会上，市工信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工信部门
的主要职能、相关重点、特色亮
点工作开展情况，围绕2020疫
情防控、服务企业举措和创新成
果进行了汇报，并通过调查问卷

的形式，及时了解代表们的意见
和建议，与代表们进行面对面沟
通交流，对提出的问题进行现场
解答。参会代表表示，通过参加
此次观摩内心很受鼓舞，也增强
了自己对工信部门工作的认识，
希望市工信局以后能通过不同
形式的活动助力企业发展，为企
业家提供学习交流的平台。

通过此次活动，市工信局搭
建起了群众了解和监督市工信
局工作的桥梁，有利于该局加大
政务公开工作力度，激发企业家
干事创业精神，营造尊企、爱企、
助企的社会氛围。

市工信局开展
“政府开放日”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