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
刚 通讯员 李翠翠 张洁 报道）
2021年，邹平市市场监管局聚焦

主责做好主业，守正创新促进发
展，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

建立完善特种设备安全“吹哨人”制度，确保安全
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特种设备安全“吹哨人”制度
是邹平市市场监管局于今年7月
份推出的特种设备内部安全信息
紧急反馈制度。

企业设立特种设备安全“吹哨
人”，鼓励企业员工在开展日常作
业、巡查、安全自查等活动时，一旦
发现特种设备安全隐患即可通过
微信扫码小程序上报。邹平市市
场监管局充分发挥监管优势，切实
履行好“听哨人”的职责，在接到企
业“吹哨人”反映问题隐患后，及时
明确专人对接联系“吹哨人”，第一

时间开展现场监督检查，做好现场
安全检查记录，下达安全隐患督办
单，督促企业彻底整改隐患。

特种设备安全“吹哨人”制度
形成了报告隐患、专家把脉、现场
处置、区域监管“四位一体”的闭环
监管新模式，实现了特种设备安全
隐患早发现、早研判、早预警、早处
置，最大程度做到“防患于未然”。
目前，已有112家特种设备使用单
位落实“吹哨人”制度，“吹哨人”上
报的50余条隐患已全部整改完
毕。

联合组建消费维权领域专业巡回法庭，有效保护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3月12日，邹平市市场监管局
与邹平市人民法院共同组建的邹
平市消费维权巡回法庭揭牌成
立。该法庭是滨州市首家消费维
权领域专业法庭，通过将法律援助
体系与消费维权体系有机结合，把
诉调对接全面纳入消费维权体系，
更加方便、快捷、有效地保护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

近年来，邹平市消费投诉呈现
攀升趋势，仅2020年一年市场监

管部门就受理各类消费投诉达
5044件。邹平市市场监管局在加
强行政调解、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同
时，与邹平市人民法院共同组建消
费维权法庭，通过提供投诉受理、
投诉调查、投诉调解、司法确认、诉
讼引导、开庭审判等“一条龙”服
务，着力解决了部分案情复杂、双
方分歧较大的消费纠纷，为消费者
提供了多元维权途径，有力促进了
社会和谐稳定。

设立县区级市长质量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出实招

8月5日，邹平市市场监管局
牵头推进出台了《邹平市市长质量
奖管理办法》，在滨州市首创设立
县区级市长质量奖。

邹平市市长质量奖（以下简称
“市长质量奖”）是邹平市政府设立
的质量最高奖项，旨在全社会树立
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发展理念，
引导广大企业全面提高产品质量、
工程质量和服务质量的总体水平，
推动邹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该奖项每两年评选一次，将授
予为邹平市质量发展作出突出贡
献的组织和个人，组织奖不超过5
个，奖金20万元；个人奖不超过3

个，奖金3万元。市长质量奖的评
审着重突出质量领先、技术创新、
标准引领、品牌优秀、效益突出等
卓越指标，更加注重环保节能、绿
色发展、安全生产等履行相关社
会责任要求，鼓励引导企业在发
展中掌握自主知识产权，提高科
技创新能力，积极参与或主导制
定国家标准或国际标准，提升质
量管理水平，带动区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目前，邹平正发动企业积
极申报，后续将聘请第三方进行资
料评审、现场评审、社会满意度调
查和综合评定，获奖名单将及时对
外公示。

开展“星期三进校园”活动，构建起食品安全社会
共管共治新格局

为加强学校（含托幼机构）食
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自2018年
以来，邹平市市场监管局开展食品
安全“星期三进校园”监督检查与
社会评价活动。

该活动每学期开展一次，结合
各市场监管所对学校食堂监督检
查，邀请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检察人员、社会监督员、媒体记者、
学生家长代表等各界关心食品安
全的人士参加对学校食堂监督检
查，实地查看学生就餐环境和后厨

加工制作过程。对执法人员及执
法过程进行监督，对学校食堂经营
管理情况进行深入了解、提出合理
化意见。目前，该活动已开展100
余次，共有社会各界人士1200余
人参加。

通过活动的开展，增强了学校
食堂相关人员的食品安全责任意
识，向社会各界普及了食品安全知
识，提高了公众对食品安全重要性
的认识，构建起食品安全社会共管
共治新格局。

建立特种设备安全“吹哨人”制度
组建消费维权领域专业巡回法庭

邹平市市场监管局深入开展“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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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介入现实 积极影响滨州

严禁结党营私 严禁拉票贿选
严禁买官卖官 严禁跑官要官
严禁个人说了算 严禁说情打招呼
严禁违规用人 严禁跑风漏气
严禁弄虚作假 严禁干扰换届

换届纪律“十严禁”

物业费涨了，居民的交费比例
却大幅度提升了；物业公司的实际
利润降了，物业公司反而更高兴
了。邹平市黄山街道在建设“红色
物业”过程中，从细节着眼，从核心
矛盾入手，创新实施“阳光透明酬金
制”，将传统的物业公司“包干收
费”转变为小区业主的“众筹消
费”，一举打破了物业与业主之间
的矛盾坚冰，既保障了物业公司
的合理收益，又保障了业主的满意
度，居民小区的生活质量因此而大
幅度提高，城市社会治理水平也随
之更上一层楼。

包干变身众筹：使管
钱与花钱分家

“以往，物业公司在服务过程

中，为了获取更高的企业收益，对业
主要求的服务，能避的就避，能拖的
就拖，能减的就减，对通过‘包干收
费’方式收上来的物业费，能少花
一分是一分。另一方面，业主不
满意，很多人拒交物业费，使物业
公司的收益受损，物业公司只能
进一步降低服务水平。这个恶性
循环让居民小区里矛盾重重，严
重影响了居民的生活质量。”黄山
街道社会综合治理服务中心主任
王海杰说：“说到底，这里的核心
矛盾就是‘挣钱’与‘花钱’的矛
盾，物业公司想把钱挣得更多，业
主想把钱花得更值。正是瞄准这
一核心矛盾，我们创新推广了‘阳
光透明酬金制’。”

据了解，在“酬金制”中，物业费

不再归属物业公司，而是归属业主
委员会。一年之中要收多少物业
费，物业费要用来干哪些事？以这
两个问题为主要内容，物业公司要
向业主委员会提报年度服务计划和
物业维护资金预算，在业主大会表
决通过后，广大业主通过“众筹”的
方式向业主委员会筹集物业经费，
然后再由物业公司按照计划和预算
逐步落实物业服务。

在和润家园小区，中土物业的
业务经理张翠平表示：“我们物业公
司不再管钱，只管花钱。物业公司
的收益也不再取决于收取了多少物
业费，而是取决于在落实业主诉求
的过程中花了多少物业费。落实的
业主诉求越多，花的物业费越多，物
业公司按比例提取的酬金总量就越

多。在这个过程中，整个小区一共
收了多少物业费，在代收代缴、垃圾
回收、公共设施租赁方面一共有多少
公共收入；物业公司都提供哪些服务，
共计花费了多少物业费，所有账目公
开，一切都变得阳光透明起来。物业
和业主之间的猜忌和矛盾消失了，我
们工作起来也更顺畅了。”

对此，和润家园小区的业主们
表示，实施“酬金制”之后，小区内绿
化、照明、管道、线路等多方面的遗
留问题得到了快速解决，物业公司
的服务变得积极主动、快速细致
了。虽然按照每平方米核算下来，
有的时候年度物业费会涨一些，但
是钱花哪儿啦，看得见、摸得着，眼
里明白，心里踏实，所以大家都愿意
交。(下转第二版）

由物业“包干收费”变为业主“众筹消费”，打破了物业与业主之间的矛盾坚冰

黄山街道“阳光透明酬金制”提升社区治理效能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刘志勇 田中岳 通讯员 张韵竹

近日，无棣县小泊头镇桥南
王村枣农正在枣园里采摘成熟的
马牙枣。

近年来，小泊头镇积极探索
耐盐碱经济作物马牙枣提质增效
关键技术，并通过综合运用土壤
改良、施肥调控、合理修剪、精准
花果管理、设施栽培等技术措施，
促进马牙枣优质丰产，助农增收
致富。（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李
前军 摄影）

实施提质增效技术实施提质增效技术 助力枣农增收致富助力枣农增收致富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青
博 报道）9月14日上午，我市召开
国家卫生城市复审模拟暗访反馈暨
迎审冲刺会议，反馈模拟暗访情况，
安排部署迎审工作。市委副书记、
市长宋永祥出席会议并讲话。

8月24日至25日，模拟暗访组
专家按照国家卫生城市复审标准，
对我市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工作
进行了实地暗访，并模拟打分。会
上，模拟暗访组专家就我市市容市
貌、公共场所环境卫生、农贸市场管
理、城中村及城乡接合部、外环沿

线、“八小”行业、病媒生物防制等方
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反馈，并提出
了整改意见和建议。

宋永祥指出，国家卫生城市是
反映一座城市整体发展水平和文明
程度的重要标志。各级各有关部门
要提高政治站位，高度重视迎审工
作，正视存在的问题和短板，严格对
照标准，组织开展拉网式排查，把底
子摸清摸实；要采取有力措施，把模
拟暗访反馈和自查发现的问题整改
到位；要紧盯重点区域、重点部位、
重点行业，建立长效机制，用制度来

保实效、保成效、保长效；要拿出冲
刺的心态、奔跑的姿态、决战的状
态，全力以赴抓好迎接国家卫生城
市复审各项工作。

宋永祥要求，市迎审指挥部要
牵头抓总，实行网格化管理，统筹推
进各项工作；各包保市领导要沉到
一线，推进工作、检验成果、解决问
题，倒逼工作落实；区级层面要强化
属地责任，按照时间表、任务书，强
力攻坚、补齐短板，推动各项工作全
面达标；市直各有关部门特别是行
业主管部门，要各司其职、各负其

责，抓好指导推进。
宋永祥强调，要健全督导考核

机制，对照迎审工作标准，实施全天
候、全方位、全过程督导检查，确保
不漏细节、不留死角，推动各级各部
门以最坚决的态度、最务实的作风、
最有力的举措，全力打好迎接国家
卫生城市复审决胜战，向全市人民
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会议采用视频形式召开，张宝
亮主持会议，郝吉虎、赵永生、穆杰、
王进东、丁海堂、杨光军、王明柱参
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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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加快迈入“智慧化预防接种时代”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
者 樊 飞 通讯员 刘 川 慧 报
道）据滨州海关统 计 ，前 8
月，我市进出口总值 647.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0.9% ，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13.9%。其
中，出口 292.2 亿元，同比增
长45.6%；进口355.5亿元，同
比增长6%。

在各类企业中，我市民营
企业进出口量值最大。前 8
月，民营企业进出口 498 亿
元，同比增长 31.4%，占我市
外贸总值的76.9%。其中，出
口 241.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51.7%；进口256.3 亿元，同比
增长16.6%。在贸易伙伴上，
我市对巴西、东盟、美国、几

内亚分别进出口100.2 亿元、
87.5 亿元、60.6 亿元和 60 亿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8.5% 、
6.7%、50.8%，下降 21%。其
中，巴西为我市第一大贸易伙
伴，占我市外贸总值的15.5%；
对挪威、伊拉克进出口同比增
长 较 快 ，分 别 为 158.7% 和
353%。

前8月我市进出口总值
同比增长20.9%

我市召开国家卫生城市复审模拟暗访反馈暨迎审冲刺会议

把底子摸清摸实把问题整改到位

巩固卫生城市成果 加快健康滨州建设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丁春
贵 通讯员 魏龙飞 报道）日前，记者
从市委组织部获悉，为吸引更多大学
生来滨创业就业，滨州市大力实施

“三进”工程，全面优化提升大学生补
助、实训、住房等人才政策，今年上半
年，为来滨就业、创业大学生发放生
活补助 4151.4万元、实训补助200
万元、购房补贴29万元，以完善配套
的政策保障，构建起最优青年人才发
展生态。滨州对大学生的吸引力持续
增强，2021年以来引进本科及以上毕
业生9660人，其中硕博士1095人。

在不增加用人单位负担的前提

下，我市不断加大财政补贴力度，对
首次到滨州市各类企业就业和自主
创业的全日制博士、硕士研究生和
大学本科生，分别按照每人每月
5000元、2000元、1000元的标准发
放生活补助，连续发放 3 年。其中，
属于“双一流”建设高校的补助标准
提高50%，让来滨就业、创业的大学
生收入水平得到提升，幸福感、获得
感不断增强。

前移引才端口，启动实施了“城
市实习生”计划，面向海内外高校、
科研院所招募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在
校大学生。来我市企业开展实习实

训活动的大学生，每人每月发放
1000元实训补助。实训结束后，与
大学生签订劳动合同的企业，给予
每人2000元一次性用工补助。通
过实习实训，让大学生进一步了解
滨州，感知这座城市的温度与激情，
埋下来滨就业创业的种子，在未来
的就业道路上对滨州心有所属，首
选滨州。今年上半年，来滨州实习
实训的大学生达1400余人。

为切实解决大学毕业生住房问
题，我市实施“人才安居”工程，筹建
万套“拎包入住”的人才公寓，公寓内
书吧、咖啡吧、超市、健身房、活动中

心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面向全日
制专科及以上学历人才，以租为主，
每个租期三年，首个租期租金不高于
市场租金的50%，第二个租期租金不
高于市场租金的 70%，本科及以上第
一年免费。目前，全市已建成投用人
才公寓4000余套，今年将新增3500
套。另外，对有购房需求的大学毕业
生，落实购房补贴，对在滨落户首次
购房的全日制博士、硕士研究生，分
别给予20万元、5万元购房补助，还
可以申请最高100万元的住房公积
金贷款，让大学生在滨州舒心安居，
聚力打造近悦远来的人才发展生态。

2021年以来引进本科及以上毕业生9660人，其中硕博士1095人

我市为来滨就业创业大学生发放补助超400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