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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沾化区行政审批服
务局以打造“滨周到”政务服务品牌
为目标，将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政务
服务能力作为“发力点”，积极深化
改革，勇于攻坚克难，全力推行“极
简办、并联批、周到帮”模式，打造政
务服务“升级版”。

能简即简，推动“精简
办”向“极简办”转变

借助电子证照、数据共享、电子
签章等信息手段，沾化区行政审批
服务局由前期简单化精简材料清
单，向办理流程中主动应用大数据
信息抓取转变，大力推行“互联网+
政务服务”，让企业能直观感受到极
简办理业务的成效。

工程建设项目“一网办”。为解
决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周期长的问
题，该局大力推进线上并联审批模
式。沾化区搭建了工程建设项目审
批管理系统，该系统涵盖17个部门、
73个事项，实行三级账号管理，设有
企业群众端、受理人员端、后台审批
端，包括项目赋码、我要申报、项目
查询与展示、并联审批流程图、流程
指引、用户中心等6个模块。该系统
启用后，企业和群众只需在“政务服
务网”注册账号，即可按照导引快速
办理相关事项。其间，申办人只需
填写一次表单，系统就会自动归集
数据，无须重复填报，实现了“网上
申报、一窗受理、一张表单、并联审
批”。截至目前，该系统已为314个
项目办结996件业务。此外，该局
还梳理形成了5类工程建设项目全
流程一张表单和办事指南，方便群
众办理业务。

便民服务事项“家里办”。该局
深入推进网上政务服务向基层延
伸，实现省、市、县、乡、村“五级站

点”全覆盖；集“一网通办”与“帮办
代办”之合力，以乡镇街道便民服务
中心和村、社区便民服务站为依托，
实现了辖区438个村、42个社区基
层网上站点全覆盖，确保2413项政
务服务事项网上运行与办理；联合
邮政公司推出“政务+邮”服务新模
式，在12个邮政营业网点设立服务
站点，方便群众就近办理电动车挂
牌、再生育审批、水电费代缴等19个
民生高频事项。

开办企业“三联办”。该局创新
推出企业联合开办、联合变更、联合
注销的“三联办”服务模式，让企业
与群众享受到“一站式”便利服务。
在企业开办实现“线上+线下”“人
工+智能”的基础上，该局创新推出

“政银合作”“政邮合作”，让服务企
业开办的触角延伸到村庄，实现了
帮办代办到“家门口”的目标。同
时，持续推动企业开办全程电子化，
2021年上半年全区企业开办全程电
子化率达98%。此外，该局上线15
台市场主体登记智能审批“秒批秒
办”机，实现“秒批秒办”智能登记区
域“全覆盖”。

能并统并，推动“机械
并”向“精准并”转换

聚焦解决工程项目建设中的难
点、堵点、卡点问题，沾化区行政审批
服务局立足于企业实际需求，以精准
并联、统筹并联、多门并联等“硬核”
举措，破解并联审批“软肋”，打破工
程建设项目审批时限“瓶颈”。

精准并联“合”事项。该局组织
召开企业群众“问需会”，在充分调
研的基础上，先后将建设项目用地
预审和选址规划意见书、建设用地
规划许可证和划拨批准文书合并办
理；取消“建设工程安全监督手续”
办理事项，将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手
续核发、人防工程质量监督手续(防
空地下室)核发、建筑工程施工许可
证核发合并为“建筑工程施工许可
证核发”；将“建设工程规划类许可
证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核发、
应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项目报
建审批合并为“建设工程规划类许

可证核发”，创新将权限内固定资产
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和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进行合并审查。

统筹并联“减”环节。以沾化区
被确定为“滨州市工程建设项目并
联审批实施标准化试点县区”为契
机，一方面将并联审批划分为立项
用地规划、工程建设许可、施工许
可、竣工验收4个阶段，分别由发改、
自然资源等部门牵头负责。另一方
面，创新实行“小、中、大”三级并联
审批，项目审批全流程申请材料由
130件精简到77件，办理时限由20
个工作日缩减为3个。同时，合并市
政设施类审批，再造水电气暖协同
报装流程，实行“一窗受理、集中审
查、限时办结、统一出件”服务模
式。通过“小、中、大”三级并联，将
原来的审批时限压缩三分之二，大
幅度提高了审批效率，实现了审批
部门由被动审批向主动服务转变。

多门并联“优”窗口。沾化区在
全市各县市区率先完成工程建设项
目并联审批4个阶段牵头单位合署
办公和市政公用服务机构全流程入
驻区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依托工改
网络系统，通过填写一张表单和申
请材料共用共享，由阶段牵头单位
窗口代表将业务分发到各审批部
门，各审批部门之间按照“取消前
置、信息共享、限时办结”的要求进
行并联审批，加快审批速度，实现了

“一窗受理、一枚印章、一网通办、一
次办好”。

能帮快帮，形成“主动
帮”与“联席帮”集成服务

近年来，沾化区行政审批服务
局坚持“企有所需 我有所应”，坚持
做到“主动帮、联席帮、一帮到底、帮
就帮好”，助力重大项目快启动、快
推进、快达效。

围绕重点，主动帮办，实行一线
工作法。紧抓重点项目，提前对
接。加强与发改、自然资源等部门
的协调沟通，全面掌握28个省市区
重点项目基本情况，通过电话、微信
等方式进行提前对接，形成帮办代
办工作台账，为下一步主动帮办做

好前期准备。创新方式方法，一线
对接。以问题为导向，创新“集成
式”“多级联动”“党建引领”等多个
帮办代办服务模式，针对项目共性
问题分类施策，制订切实可行的帮
办代办服务方案，助力项目平稳推
进。同时，积极利用“滨州市帮办代
办线上服务平台”沾化端口，对项目
进行动态管理，为企业提供项目接
待咨询、受理委托、个性化定制、部
门联动、进度跟踪、发放结果、服务
办结等全方位跟踪服务，避免企业
办事“多次跑”“折返跑”。

精准协调，市区联动，集中力量
帮办代办。帮办代办中心依据企业
需求组成专项帮办代办专班，开通
绿色通道，建立包括项目单位、沾化
经济开发区、设计单位、图审中心、
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区住建局等部
门的微信群，手把手对企业进行线
上业务指导，全力服务好项目建
设。今年上半年，联合帮办工作组
赴渤海电子产业园、绿天使智能制
造产业园、沾华里厚街、雨果纸业等
重点项目现场开展帮办调研，推进
水电气暖信联合报装，促进12家科
技企业入驻园区，助力重点项目早
日投产达效。

延伸帮办代办链条，打造全天
候、全方位服务。创新“红黄绿”三
色帮办制度，开展“三帮办”特色服
务。为重点项目、企业开办、村（社
区）便民服务站帮办代办人员分别
配备红色、黄色、绿色马甲，形成涵
盖园区、区直部门、乡镇（街道）和村
（社区）850 人的帮办代办服务队
伍。通过“延时帮”“错时帮”“上门
帮”等方式，为退役军人、高校毕业
生、返乡农民工等群体创业就业以及
省市区重点项目开辟绿色通道，充分
发挥帮办代办作用。创新推行“政
务+邮”便民服务。充分发挥邮政系
统点多面广、业务触角齐全、绩效奖
励灵活等优势，依托邮政公司12个
网点、65个便民站点、45名网格员，
推行市场主体登记、违章处理、水电
费代缴等19个民生高频事项的帮办
代办服务，实现村（社区）帮办代办
员全覆盖，让政务服务更加便捷。

全力推行“极简办、并联批、周到帮”模式

沾化打造政务服务“升级版”提升服务企业效能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侯玉峰 陈久富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刚
通讯员 张洁 报道）前段时间，邹平
市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在依法对邹
平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当
事人存在将保健食品与其他食品混
放销售的行为，执法人员随即依法
对当事人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
责令其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给予
当事人警告的行政处罚。

日前，执法人员依法对上述当
事人经营行为进行复查时发现：在
该当事人经营场所内的一个标注有

“保健食品销售专区”的货架上，摆放
着多种保健食品和普通食品；在一个

标注有“保健食品销售专区”的货架
上，摆放有清凉喷雾、驱蚊液等多种产
品；在一个标注有“饮料”的货架上，摆
放有保健食品红牛、力保健及多种饮
料；在一个标注有“零食”的货架上，
摆放着保健食品京都念慈菴·枇杷糖
及多种口香糖、薄荷糖等食品。

该公司将保健食品与普通食品
混放销售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三
十九条第二款“特殊食品不得与普
通食品或者药品混放销售”的规
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
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九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
百二十六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
款规定，执法人员责令当事人改正
违法行为，并给予当事人罚款
19000元的行政处罚。目前，当事
人已主动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本
案已结案。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特殊
食品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与普通食
品相比，特殊食品因其食用人群的
特殊性，所以对安全的要求也更
高。而特殊食品与普通食品混放销
售，会因其适用人群的不同，造成食

品安全隐患。因此，对特殊食品领
域进行监管尤为重要。

据介绍，此案是邹平市首例特殊
食品经营领域案件，是监管系统执法
办案领域的新突破，此案的成功办
理，以及在本案中执法人员开展的行
政执法后续延伸服务，使当事人懂得
了特殊食品和普通食品的区别，明确
了特殊食品经营的要求。下一步，邹
平市市场监管局将进一步加大对特
殊食品经营领域的监管和处罚力度，
以案促改，以点带面，促进特殊食品
经营行业的全面规范提升，保障人民
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邹平市市场监管局：

严查特殊食品与普通食品混放销售违法行为

滨州日报/滨州网阳信讯（通
讯员 陈瑞 田梦杰 摄影）9 月 7
日，阳信县人民政府与京东生鲜
产业带项目签约仪式暨京东·中
国特产·阳信馆开馆仪式在阳信
县商务中心举行。

阳信是“中国鸭梨之乡”。
近年来，阳信县大力发展鸭梨产
业，深入实施“阳信鸭梨”品牌带
动战略，在抓好产品质量和开拓
市场的同时，开展了系列鸭梨知
名品牌创建工作，先后完成了

“阳信鸭梨”原产地证明商标注
册、绿色食品A级认证、全国农
产品地理标志产品等品牌建设。

“中国特产馆”是京东近年
来重点开发的电商项目，已经助
推许多特产好物飞入千家万
户。此次阳信县人民政府与京
东集团启动全面战略合作，并共
建“京东·中国特产·阳信馆”，有
利于依托双方优势整合全链条
资源，助力阳信鸭梨产业释放更
大潜力。

阳信鸭梨入驻京东生鲜
京东·中国特产·阳信馆同时开馆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胡旭阳 通讯员 李博文 报道）9
月2日，邹平市临池镇热心市民
刘勇向滨州市博物馆捐赠了明万
历三十八年（1610）“神堂券文”碑
一通。该碑通长63厘米、宽33厘
米、高21厘米，保存基本完整。
石碑文字除个别字剥蚀不清外，
基本均可释读。碑文内容讲的是
沈三知、沈三教两位孝丁在其庄
西为亡父沈昡购置了风水宝地，
并刻石立契，希望“千秋百载永无
殃咎”。

石碑前端刻有“山东济南府
淄川县忠信乡古城庄居住”等字
样。据了解，现临池镇明代隶属
淄川县，称忠信乡；清代隶属淄川
县，称正西乡；民国时期仍隶属淄
川县；1955年划归长山县，1956
年长山县撤销后并入邹平县。

碑刻中的“古城庄”应为旧
志记载中的“张家古城、杨家古
城、沈家古城、曹家古城”，现称

“张古城、杨古城、沈古城、曹古
城”，加之附近的“栾古城”（旧志
称为栾家厓），合称为“五古城”，
现隶属于周村区王村镇。该石
碑的发现，对于研究当地历史沿
革变迁以及明代葬俗文化具有
重要意义。

滨州博物馆获赠
“神堂券文”碑

▼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李诚 通讯员 代福永 吴宁 报道）

“非常感谢你们提供了这么周到
的服务，让我们不出门就能享受
到可靠的用电。这个养殖大棚
环境比较复杂，之前有什么用电
隐患我们也不知道，现在经过你
们的排查整改，我们感觉用电更
安全、更放心了。”近日，阳信县
众森畜牧养殖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浩对前来进行走访和用电检
查的国网滨州供电公司员工说。

近期，国网滨州供电公司组
织员工走进阳信县温店镇多家
肉牛养殖户家中，为他们排查养
殖场铡草机、拌料机等大型用电
设备接地安全隐患问题，向他们
介绍供电公司服务地方经济发
展做法，送去惠民惠企政策明白
纸。这是国网滨州供电公司开
展“共谋新发展 四进送服务”大
走访活动的一个缩影。

为优化营商环境，充分展示
“顶梁柱”担当央企形象，2021年
初，国网滨州供电公司启动“共

谋新发展 四进送服务”大走访活
动，旨在全面收集客户信息、提
前响应客户诉求，切实提升客户
满意度。本次活动计划10月底
之前完成全部走访任务，助力全
市“获得电力”水平快速提升。

本次走访活动中，国网滨州
供电公司根据客户类别、问题类
型等因素，将客户分为3个类别
进行精准走访。走访期间，工作
人员针对不同群体需求，着重宣
传深化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政策，
宣传贯彻供电公司近期推出的
各项惠企政策及落实举措，了解
客户用电诉求并积极协调处理，
同时向客户介绍公司重点项目
包保服务等措施，深度推广公司
服务渠道，征求客户意见建议并
建立常态联系机制。走访过程
中，国网滨州供电公司规范应用
走访工序质量控制卡，做到走访
提前预约、访前充分准备、访时
面面俱到、访后及时响应。

下一步，国网滨州供电公司
将继续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
企业宗旨和“滨州电业为滨州”
工作定位，全力打造“滨周到”优
质服务品牌，为现代化富强滨州
建设提供坚强保障。

国网滨州供电公司开展“共谋新发展 四
进送服务”大走访活动

精准走访肉牛养殖户
排查用电隐患解民忧

工作人员到阳信县众森畜牧养殖有限公司进行安全用电检查。

9 月 7 日，在第 37 个教师节
到来之际，滨州实验幼儿园萤火
虫之家中六班开展了以“平凡中
的感动”为主题的教师节系列活
动。现场，孩子们通过参加“给

老师的画像”“制作爱心贺卡”
“我为老师读首诗”等活动，为老
师们送上了节日祝福。（滨州日
报/滨州网通讯员 甄瑶 窦丽 吕
春燕 摄影）

幼儿动手做贺卡
送给老师表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