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2
滨
州
网
手
机
客
户
端

2021年1月14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王光磊 张迎春
电话：3186761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李伟
伟 通讯员 郭甜 报道）入冬以来，国
内外疫情防控形势严峻，进口冷链
食品外包装核酸检测阳性时有发
生。进口冷链食品屡成“雷区”，我
市进口冷链食品还能不能吃？如何
全面消毒？对于与“冷链”相关的热
点关注，记者进行了采访。

“我市主要通过采取组建队伍、
突出重点、建立专仓、应检尽检、智
慧监管、执法保障、应急处置等措
施，实现了冷链食品的全链条、闭环
式监管，冷链食品疫情防控整体形
势平稳。”市市场监管局局长张博
说。

形成上下贯通、左右
联动的冷链食品管控体
系，重点突出进口冷链食
品管控，实现应检尽检

2020年8月3日晚，我市组建
了市委疫情防控指挥部市场监管专
班，由市场监管局、农业农村局、
交通运输局、商务局、邮政管理局、
卫健委、公安局、自然资源局、海关、
工信局等10部门抽调专人组成，实

现集中办公、实体化运作。各县市区
参照市里做法同步组建了市场监管
专班，形成了上下贯通、左右联动的
冷链食品管控体系。

冷链食品包括国内、进口两部
分，涉及冷链食品生产、流通、餐
饮运输、快递等环节。我市重点突
出进口冷链食品的管控，出台了
《关于加强进口冷冻冷藏肉品水产
品管理严格核酸检测的通告》，并
把《通告》张贴到每个食品商户门
口，同时进行短信提醒。

强化源头管控，我市明确要求
从市外新购进进口冷冻冷藏肉品、
水产品的商户，务必于该类食品到
达前24小时向目的地县级市场监
管部门报备，对外包装进行消杀、
物品采样检测，检测为阴性后再上
市流通销售。同时，我市于2020
年8月7日完成了全市冷链食品摸
排并建立了台账，实行动态管理。

截至2020年 12月 30日，全
市已完成十轮冷链“应检尽检”，
累计检测冷链食品商户76255家
次、装备2486个（辆）次、从业
人 员 199130 人 次 、 环 境 检 测
37998份、食品检测41921份，核

酸检测均为阴性。

建立并运行进口冷链
食品集中监管专仓，全链
条做好冷链食品疫情防控

2020年12月9日，我市建立
并运行了进口冷链食品集中监管专
仓，同时发布《关于进口冷链食品
集中监管专仓开仓运行的公告》。
对进入我市且未进入省内其他监管
专仓的进口冷链食品，一律进仓进
行核酸检测和预防性消毒，并通过

“山东冷链食品疫情防控管理系
统”进行入仓预约。没有出仓证
明、海关检验检疫证明、货物清单
的一律不准上市流通销售。冷链食
品从滨州市监管专仓出仓的同时，
仍要向所在县（市、区）市场监管
部门报备，由当地市场监管部门通
报卫健部门按规定进行食品和内包
装的采样检测。经县级卫健部门检
测食品和内包装结果为阴性，且查
验冷链三证和电子销售凭证后，方
可入市流通。

截至1月11日，市监管专仓
共采样检测 391 管，消毒货物

702.73 吨；货物入仓 886.67 吨，
出仓702.73吨。

实施智慧监管，加大
市场监管执法

在我市生产、销售、餐饮服务、
运输和冷库单位购进、运输、贮存进
口冷链食品的企业商户，必须注册
使用“山东冷链管理系统”；在市场
上销售必须做到“三专管理”(专柜
存储、专人销售、专区销售)和“亮码
销售”(公示该批次进口冷链食品追
溯二维码)。截至1月12日，全市累
计注册并应用“山东冷链管理系统”
6309家单位。

加大市场监管执法，严厉打击
违法行为。对不提前报备、不进专
仓、不使用“山东冷链”、不如实填报
信息、不“三专”管理、不亮码销售进
口冷链食品等行为，市场监管部门
将与公安部门联合执法，实行停业
整顿、公开曝光，并纳入诚信体系。
对个人按《治安管理处罚法》由公安
部门惩处，形成震慑作用。同时，制
订应急预案，实现快速启动、人物同
防、全流程监控、闭环式管理，及时
化解了风险。

我市实现冷链食品全链条闭环式监管
建立并运行进口冷链食品集中监管专仓，目前已完成十轮冷链“应检尽检”

2020年滨州“三农”故事之八

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农村改
革，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
记颁证工作作为一项民心工程、民
生工程，当作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
加强领导、狠抓落实 。2020年10
月19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农业农村部印发了《关于通报
表扬全国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
工作典型地区的通知》，我市位列其
中，是全省唯一一个获此殊荣的地
级市；1名同志被评为全国农村承
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先进个人。

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我
市于2013年组织开展了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试点工
作。截至2015年底，全市90个涉
农乡镇（街道）共确权耕地面积
547.2万亩、4851个村，为78万户
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圆满
完成了省下达的任务目标。2016
年5月，顺利通过省级验收，被评定
为优秀档次，得分位居全省第一。
2019年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回头

看”活动，共处理问题6235件，纠正
问题涉及面积33.4万亩，整改完成
农户7.6万户，进一步巩固了确权成
果。

我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
登记颁证工作始终坚持质量和进度
并重，严格按照农业农村部行业标
准要求开展工作，不减少程序，不降
低标准，不违背要求。我市统一航
拍制作了高于农业农村部规定标准
的全市1:2000比例尺数字正射影
像图作为开展土地确权登记的工作
底图，为工作顺利、高质开展奠定了
坚实基础。为确保档案健全完善，
市农业农村局与市档案局加强协
作，联合指导各地严格执行农业农
村部规定标准，全市共整理归档农
户档案10万多盒、90余万卷，户、
村、乡、县、市档案健全完善。为规
范全市成果核查验收工作，市确权
办出台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
权登记颁证成果检查验收实施办
法》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
记颁证成果市级核查验收实施方

案》。按照省市检查验收实施办法
要求，各县市区组织进行了自查，市
级进行了核查。

我市在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中勇
于创新。针对各地反映强烈的“城
中村”、“园中村”、城郊区和大面积
流转土地确权热点难点问题，在国
家和省没有详细规定和外地可借鉴
做法的情况下，我市组织人员进行
深入研究，提出了“确权确面积不确
地”、发放“简略证”的指导意见，有
力地推动了工作开展。这一做法既
结合实际，又符合上级政策精神，也
满足了群众要求，得到了省土地确
权登记领导小组办公室和省农业农
村厅的充分肯定，并列为全省土地
确权三种有效形式之一。为保护妇
女权益，我市在全省率先下发《关于
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管理工
作中依法维护妇女权益的通知》，实
现了农村妇女“证上有名，名下有
权”，确保了在维护农村妇女的土地
及相关财产权益上“不挂空挡”。

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

登记颁证工作，取得了稳定和完善
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推进土地经营
权有序流转、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发展等显著成效。确权登记颁证
工作以原有的土地承包合同、权属
证书为依据，妥善解决农民原承包
地块面积不准、四至不清、空间位置
不明、登记簿不全等问题，提升了农
村承包地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信
息化水平，为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
定并长久不变，巩固和完善农村基
本经营制度提供了有力支撑。

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后，农民放
心地把土地承包经营权向种植大
户、家庭农场、合作社流转。全市土
地流转面积达到308万亩，土地流
转率达到56.3%，高于全省平均水
平。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稳定了土地
经营权长期流转关系，促进资金、技
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向农业农村聚
集、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集中。截
至目前，全市农民合作社达到9049
家，家庭农场达到2686家，农业生
产社会化服务组织达到5297个。

滨州获评全国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典型地区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孙文杰 通讯员 曹龙龙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隆
卫 报道）1月13日，市委副书记张
月波带队到滨城区对安全生产、疫
情防控、温暖过冬情况开展大排查、
大整治活动。

督查组先后到中昂滨州府、航
远物流、中海物流、银座东区店、滨
化集团、中海沥青等处进行了详细
督查，现场指出存在的安全生产隐
患和风险问题，要求限期整改完毕。

张月波强调，各级各部门要高
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充分认识到
安全生产怎么抓都不过分、谁抓都
不越位，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切实将安全防范措施、安全监管机
制落实落细落到位，守牢安全生产
底线。要进行全面梳理排查，对督
查发现的问题督促整改到位，强化
责任到人，压实责任链条，层层抓好
落实。安全生产企业负主体责任，
在确保安全生产问题上，要不计代
价、不计成本，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
根弦，切忌麻痹大意，牢固树立“安
全第一”意识，全力确保安全生产形
势稳定。

又讯（记者 田中岳 报道）1月
13日，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曾晓
黎带队到沾化区对安全生产、疫情
防控、温暖过冬情况开展大排查、大
整治活动。

督查组先后到沾化区人民医院
妇幼保健院建设工程(西院区）、山
东中海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山东达
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沾化绿威生
物能源有限公司等企业查看安全生
产情况，在沾化区中医院、沾化区第
三实验小学、沾化区隔离点、新合作
超市、沾化汽车站等人流密集处查
看了疫情防控部署情况。

曾晓黎强调，安全生产工作是
重中之重，各级各部门要落实好监
管责任，各企业要落实好主体责任，
把安全责任扛起来，把安全措施落

到实处；防疫工作要抓牢抓实，对于
隐患要提早预判、提早预防，切实做
到防患于未然，确保人民群众的健
康安全。

又讯（记者 刘青博 报道）1月
13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宝
亮率督查组到邹平市对安全生产、
疫情防控、温暖过冬情况开展大排
查、大整治活动。

督查组先后到梁邹矿业、开泰
集团、鲁中职业学院新校建设项目
工地、高新街道邓家村、滨州市环海
东尉燃气有限公司、银河国际物流
邹平分公司、邹平市中医院、邹平高
铁站、明集中心卫生院、西董街道集
贸市场、西董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山东佳鸣冷储有限公司、黛溪街
道前城村、波渣店村卫生室等地现
场督查安全生产、疫情防控、群众温
暖过冬等工作。

张宝亮强调，要高度重视安全
生产工作，持续抓好问题隐患的排
查整改，建立完善的应急预案，加强
应急演练。要不折不扣执行各项疫
情防控措施，加强联防联控、群防群
控，切实做好冷链食品疫情防控工
作。要时刻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
上、抓在手上，把各项保障措施落到
实处，确保困难群众温暖过冬、安全
过冬。

又讯（记者 樊飞 报道）1月13
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傅成栋带
队到惠民县对安全生产、疫情防控、
温暖过冬情况开展大排查、大整治
活动。

督查组对照标准方案，抽查了
生产企业、交通运输、建筑施工、旅
馆等领域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
情况、消防安全落实情况，以及医院
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疫情防控情况和
2个乡镇的清洁取暖情况。督查组
要求，对发现的问题要立即抓好整
改，严格落实各项制度，压实主体责

任，并举一反三，确保不出问题。
又讯（记者 赵鑫 报道）1月13

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吕德章带
队到阳信县对安全生产、疫情防控、
温暖过冬情况开展大排查、大整治
活动。

督查组要求，工地在复工复产
阶段，要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特别是外地务工人员的防疫保障，
坚决落实复工复产阶段的安全保障
措施，加强预检分诊、核酸采集及
检测管理；在用气高峰保障气量充
足，加强管道巡检频率，出现问题
及时解决，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又讯 （记者 张子强 报道） 1
月13日，副市长郝吉虎带队到无
棣县对安全生产、疫情防控、温暖
过冬情况开展大排查、大整治活
动。

督查组要求，要落实好企业安
全生产与疫情防控的主体责任，开
展隐患排查，发现问题，举一反
三，立即整改。要克服麻痹思想，
规范危化品、物流车辆、停车场及
重点疫情地区在滨工作人员的管
理，确保不出问题。要落实气源保
障，强化维修检查频次，保障农村
清洁供暖持续安全运行。

又讯（记者 罗军 报道）1月13
日，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赵永生带
队到博兴县对安全生产、疫情防控、
温暖过冬情况开展大排查、大整治
活动。

督查组要求，安全生产、疫情
防控、清洁取暖安全责任重于泰
山，要牢固树立“安全第一”意
识。安全生产工作要加强制度建
设，强化科技支撑，完善操作流
程，明确责任人员，坚决做到责任
压实、严防严控。生产经营单位要
切实履行好主体责任，把安全生产
作为事关企业生产发展的头等大事
来抓。疫情防控要坚决防止麻痹大

意，不折不扣地把各项工作措施落
实到位。

又讯（记者 葛肇敏 报道）1月
13日，副市长曹玉斌带队到滨州经
济技术开发区对安全生产、疫情防
控、温暖过冬情况开展大排查、大整
治活动。

督查组要求，企业要严格规范
安全生产流程，强化管理、落实责
任，加强安全隐患排查；疫情防控工
作要重点强化物流快递业的监测防
控，在消杀区域设置醒目的物理屏
障和警示牌，切实筑牢安全防线。

又讯（记者 刘清春 报道）1月
13日，市政协副主席万永格带队到
高新区对安全生产、疫情防控、温暖
过冬情况开展大排查、大整治活动。

督查组要求，安全工作要警钟
长鸣，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强化管理，立即开展安全生
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活动，落实整
改措施，确保按时整改到位；疫情防
控工作，要强化监测防控，落实落细
各项防控措施；清洁取暖工作，要加
大对供电、供气设备安全隐患排查
力度，加强宣传教育，确保群众安全
温暖过冬。

又讯（记者 刘志勇 报道）1月
13日，市政协副主席焦本强带队到
北海经济开发区对安全生产、疫情
防控、温暖过冬情况开展大排查、大
整治活动。

在各抽查点，督查组详细查看
了安全生产、疫情防控、群众温暖过
冬等方面的组织机构保障、规章制
度保障、物质资金保障、教育培训保
障、安全管理保障以及政府属地管
理责任、行业主管部门监管责任落
实情况。督查组要求,企业要规范
安全生产流程，强化疫情防控工作，
不断加大管理力度，加强隐患排查，
切实筑牢安全防线。

万永格同志任政协滨州市
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主任；

马良德同志任政协滨州市
委员会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

主任；
赵敏同志不再担任政协滨

州市委员会人口资源环境委员
会副主任职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十一届滨州市委员会专门委员会

主任、副主任任免名单
（2021年1月13日市政协十一届二十一次常委

会议审议通过）

高 梅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十一届滨州市委员会委员增补名单

（2021年1月13日市政协十一届二十一次常委
会议审议通过）

马兴盛、冯国梁、刘志涛、赵
国荣、赵敏、崔秀娥委员提出，因
年龄原因，请求辞去政协第十一
届滨州市委员会委员。政协第
十一届滨州市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根据政协章
程有关规定，接受马兴盛、冯国
梁、刘志涛、赵国荣、赵敏、崔秀
娥委员的请辞。

关于接受马兴盛等同志请辞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

滨州市委员会委员的决定
（2021年1月13日市政协十一届二十一次常委

会议审议通过）

丁卫卫、王明亮委员提出，
因工作原因，请求辞去政协第
十一届滨州市委员会委员。政
协第十一届滨州市委员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根据政
协章程有关规定，接受丁卫卫、
王明亮委员的请辞。

关于接受丁卫卫、王明亮同志
请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十一届滨州市委员会委员的决定
（2021年1月13日市政协十一届二十一次常

委会议审议通过）

秘 书 长：商玉昌
副秘书长：杜建民 李殿祥 王亨波 马广才 鲁宝国 王 兵

王惠强 李子超 牛瑞波 扈光珉 甄恩如 袁海泉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
滨州市委员会第五次会议
秘书长、副秘书长名单

（2021年1月13日市政协十一届二十一次常
委会议审议通过）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康
曌 通讯员 程帅 报道）为进一步提
高地方立法质量和水平，切实增
强立法科学性、民主性和前瞻性，
更好地服务富强滨州建设，近日，
市司法局组织召开了2021年政
府立法项目论证会。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自
然资源规划局、市公安局分管负
责人对《滨州市城镇房屋使用安

全管理办法》《滨州市人民防空工
程建设管理办法》《滨州市建筑外
立面管理办法》《滨州市城市建设
项目交通影响评价实施办法》制
定的可行性、必要性论证情况和
立法工作任务安排情况进行了说
明。3名市政府法律顾问对4件
政府立法项目的可行性、可操作
性等方面进行了深度剖析与研
判。

市司法局组织召开2021年度
政府立法项目论证会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康
曌 通讯员 李海勇 报道）2021年1
月1日起，《民法典》正式实施，对
小额继承公证作出了新规定。近
日，鲁滨公证处办理了我市首份
小额继承公证书。

市民张先生的配偶于 2021
年1月在一场交通事故中去世，遗
留银行存款9万余元。张先生去
银行支取，被告知需要办理一份
继承公证。公证员了解到，张先
生配偶的父母健在，两人还有一
对子女，公证员帮助张先生填写
了《亲属关系证明表》及其他需要
提交的资料，同时询问对此遗产

有无继承人表示放弃。张先生
称，由所有继承人一起继承。因
前期有了良好的沟通和准备，张
先生于当日上午取得了公证书。

据了解，《民法典》实施后，对
于小额继承公证事宜，首先要分
析其继承人的情况，是否存在《民
法典》第1128条的情况，即无第
一顺位继承人，第二顺位继承中，
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
人死亡的，被继承人死亡的兄弟
姐妹应继承的份额由其子女代为
继承的情况，也就是大家热议的
侄子、侄女、外甥等存在继承的情
况。

《民法典》正式实施后

我市首份小额继承公证书开出

●1月13日，我市组织收听收看岁末年初全国安全防范工作紧
急视频会议。副市长曹玉斌参加。

标 题 新 闻市领导分赴各县区开展大排查大整治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