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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法规知识60问 (17)
29.关于“三会一

课”是如何规定的？
党支部应当组织党员按

期参加党员大会、党小组会和
上党课，定期召开党支部委员
会会议。“三会一课”应当突出
政治学习和教育，突出党性锻
炼，以“两学一做”为主要内
容，结合党员思想和工作实

际，确定主题和具体方式，做
到形式多样、氛围庄重。党课
应当针对党员思想和工作实
际，回应普遍关心的问题，注
重身边人讲身边事，增强吸引
力感染力。党员领导干部应
当定期为基层党员讲党课，党
委（党组）书记每年至少讲1次
党课。（源自《中国共产党支部
工作条例〔试行〕》）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任斐
通讯员 李艳茹 巴忠强 报道）为进一
步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服务效能，近
日，市不动产交易登记中心、市住建
局城建服务中心、市房地产中介行
业协会共同举办了滨州市房地产经
纪机构不动产登记“一网通办”推介
会。

会上宣读了《关于在滨州市房
地产经纪机构开展“一网通办”业务
的有关规定》，并对“一网通办”的相
关办理流程和注意事项进行了讲

解。依据该规定，凡在我市行政辖
区内开展不动产交易与登记“一网
通办”业务的房地产经纪机构需办
理备案登记，经审查同意后，方可开
展不动产交易与登记“一网通办”业
务。房地产经纪机构申请“一网通
办”业务备案账户，应该具备以下条
件：经依法登记注册，取得营业执
照，具有房地产经纪营业范围，从事
经纪业务的企业法人或合伙企业；
已在房地产经纪管理机构办理房地
产经纪机构备案手续且信用等级为

B级（合格）及以上；无违反法律、法
规规定的行为。

推行房地产经纪机构不动产交
易与登记“一网通办”，对于加快“互
联网+不动产登记”改革，助力我市
政服务服优化和营商环境改善具有
积极意义。市住建局城建服务中心
在会上要求，各房地产经纪机构要
提高服务站位，服务好办理业务的
群众，确保办事群众在市政务服务
中心窗口与房地产经纪机构服务点
办理无差异；积极参加主管部门组

织的业务知识培训，不断增强自身
业务能力，确保“一网通办”涉及的
业务能够熟练完成；防范执业风险，
确保网签合同备案，同时履行自身
职责，规范业务受理行为。下一步，
市住建局城建服务中心、市不动产
交易登记中心将成立“一网通办”业
务督导检查小组，对房地产经纪机
构存量房网签合同备案受理、不动
产登记受理等工作进行随机抽查，
对检查过程中发现问题的机构，将
严格按照相关规章制度予以处理。

我市推行房地产经纪机构不动产登记“一网通办”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办实事开新局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葛肇
敏 通讯员 樊岩峰 报道）日前，记者
从市卫健委获悉，阳信县、博兴县被
命名为第五批省级健康促进县，滨
城区、邹平市、无棣县3个第二批省
级健康促进县（市、区）顺利通过省
级复评。至此，我市实现省级健康
促进县（市、区）全覆盖，这是我市健
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取得的一项
重要阶段性成果。

自2016年起，我市启动省级健
康促进县（市、区）建设工作。各县
(市、区)政府均将建设省级健康促进
县（市、区）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将其

列入重点工作。2021年，“实现全市
省级健康促进县（市、区）全覆盖”列
入市政府工作报告“12156”民生实
事，为省级健康促进县（市、区）建设
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与保障。各县
（市、区）全面实施“将健康融入所有
政策”策略，健康支持性环境不断优
化，健康服务能力有效提升，健康科
普活动日益丰富，全市居民健康素
养水平达到22.05%。

在创建工作中，各县（市、区）坚
持高标准培育和打造健康社区
（村）、学校、医院、机关、企业、家庭
等健康细胞工程，打造健康主题公

园、广场、一条街、健康步道、健康教
育基地等健康促进环境。目前，滨
州市建成了滨城区新立河健康主题
公园、沾化区徒骇河健康主题公园、
邹平市黛溪河健康主题公园等一批
高标准的精品健康教育环境工程，
首批评估验收8家市级健康教育基
地，营造出人人关心、人人参与、人
人建设、人人共享的健康新生态。
截至目前，滨州市共建设健康社区
（村）923个、健康促进学校184所、
健康促进医院102家、健康促进机
关228个、健康促进企业53家。

在此基础上，各县（市、区）积极

组织开展健康滨州大讲堂、千名医
护下基层、健康科普专家下基层等
一系列主题活动，让义诊服务与健
康科普走进基层，走到群众当中。
其中，“健康素养大提升——健康科
普专家下基层”活动灵活采用线上
线下多种方式，走进社区、村庄、学
校、企业，结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
势和群众健康需求，开展健康科普
活动。截至目前，全市共组织健康
科普活动126场次，服务群众约10
万人次，通过丰富多彩的健康巡讲、
健康活动，使健康理念深入人心。

办好办好““1215612156””民生实事民生实事 提高群众幸福指数提高群众幸福指数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
刚 通讯员 高倩 报道）2021-2022
采暖季开始后，为维护正常的供
用热秩序、保障热用户的合法权
益，滨州热力有限公司持续对辖
区范围内所有小区展开违规用热
行为的无缝隙全覆盖检查。截至
目前，共查处加装循环泵、放水
阀，私接窃热等违规违法用热行
为20余例。同时，为加强对违规
违法用热行为的打击力度，今冬
采暖季，滨州热力有限公司将与
各辖区派出所联合开展“警企联
合、打击违规违法用热行为，维护
正常供用热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自11月15日以来，张课家园
换热站多次因有用户蓄意放水导
致站点失水量过大而停运；滨州热

力热线中心多次接张课家园居民
电话，反映自己家中经常突然不
热，怀疑有人加装循环泵。针对这
一情况，11月24日晚，滨州热力有
限公司稽查大队、供热三分公司联
合彭李派出所，对张课家园重点楼
宇进行了突击检查。当晚，共计查
处违规加装放水阀3例、加装循环
泵8例，稽查大队当场对违规用热
设施进行了拆除。依照滨州市《滨

州市供热条例》第三十条规定：擅
自改动供热管道、安装管道泵、增
设散热器，擅自排放供热系统的热
水，均属违规行为，违反本条例的，
将按照《山东省供热条例》和相关
法律法规规定进行处罚。

此次联合稽查行动对违规用
热户起到了震慑作用，而且有效维
护了广大热用户的合法权益，保障
了用户的正常用热。今后，滨州热

力有限公司将继续联合执法部门，
开展力度更大的打击各类违规违
法用热行为行动。

在此，滨州热力提醒广大热用
户，如发现存在加装循环泵、放水，
私接窃热等违规违法行为，为维护
自身用热权益，请拨打滨州热力有
限公司24小时服务热线968111
进行举报。

对辖区范围内所有小区持续开展违规用热行为无缝隙全覆盖检查

滨州热力查处违规违法用热行为20余例

根据《滨州市供热条例》第三十条
规定，用户不得擅自：1.安装放水阀、排
气阀或换热装置；2.排放供热系统的热
水；3.改动供热管道、安装管道泵、增
设散热器或改变用热性质和方式。

从供热系统里放水有什么危
害？

私自放水属于违规用热行为，
会严重影响相邻用户用热，如果管

网失水严重，还会导致锅炉停炉、
管网瘫痪。

私自加泵、加装换热器有什么
危害？

私自加泵，会将有限水量集中
抽到某区域，将会破坏水的正常流
动，直接影响相邻用户的用热。

加装换热器，会增大水流阻
力，降低水温，严重影响本户及楼

道邻居的采暖效果。
私接偷热有什么危害？
单位或小区的热水循环量是

热力公司按缴费面积测算确定的，
如果出现私接偷热现象，相当于水
的总量不变却增大了供热面积，从
而导致缴费面积的循环水量减少，
会严重影响缴费用户的用热效果，
损害缴费用户的利益。

小链接

用热违法违规行为有何危害？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任斐 通讯员 崔书剑 报道）自11
月11日起，市住建局城建服务中
心组织开展了2021年全市建筑
节能“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检
查，重点对10个县市区的建筑节
能标准执行情况和建筑节能各
项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检查。

活动中，市住建局城建服务
中心成立检查组，共抽查了10个
县市区的20个在建项目，重点通
过项目现场检查、核查节能资料
和座谈研讨等形式，全面了解和
掌握各县市区新建建筑节能、既
有建筑节能改造、公共建筑节能
监管体系建设、节能产品推广应
用等工作开展情况，并针对难点

问题提出针对性解决方案。同
时，检查组还帮助各县市区进一
步梳理工作流程，细化日常管
理，对建筑节能专项验收纳入工
程竣工验收备案进行再明确、再
落实，为下一步工作指明了方
向。

通过开展此次建筑节能“双
随机、一公开”监督检查，使各县
市区对建筑节能工作有了更为
系统的认识，明确了下一步工作
的重点和方向。市住建局城建
服务中心将对此次监督检查的整
改情况进行持续追踪，严格落实
各级相关工作部署，进一步加强
建筑节能管理工作，实现全市建
筑节能管理能力、水平双提升。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葛
肇敏 通讯员 杜鹤林 于院芳 报
道）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精神，扎实推进党史学
习教育，充分展现全面从严治党
取得的新成效，11月26日，滨州
市高级技工学校举行了“学党纪
知敬畏”全面从严治党知识竞赛。

本次知识竞赛分为必答题、
抢答题、观众互动题、风险题和
附加题五个环节。比赛中，市高

级技工学校八个基层党支部代
表队的参赛选手分工合理、配合
得当，思维敏捷、眼疾手快，精彩
作答赢得在场嘉宾和广大教师的
阵阵掌声。在观众互动环节，广
大教师积极参与，充分展现了学
校党员干部和教职工在红色育人
环境下清正廉洁、无私奉献、恪尽
职守、敢于担当的精神风貌。经
过激烈角逐，电气工程教学中心
党支部代表队获得团体一等奖。

滨州实现省级健康促进县（市、区）全覆盖
全市共建设健康社区（村）923个、健康促进学校184所、健康促进医院102家、健康

促进机关228个、健康促进企业53家

市高级技工学校举行
全面从严治党知识竞赛

2021年全市建筑节能“双随机、一公开”
监督检查收官

抽查20个在建项目助力
建筑节能管理工作升级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城讯（通
讯员 高明 报道）近日，中国农业
银行滨城支行组织开展了社会保
障卡“一卡通”上门激活服务活
动，为辖区老年人和行动不方便
的客户上门激活金融账户，并为
他们讲解了账户使用方法，方便
他们及时领取政府补贴。

社会保障卡“一卡通”的应

用，有效发挥了社会保障卡便民、
利民、惠民的作用，但很多老年人
因年龄大不会操作智能手机，还
有很多卧病在床的患者无法正常
操作手机，影响了社保卡“一卡通”
功能的全覆盖。该行了解情况后，
立即组织网点工作人员开展了此
次上门服务活动，为特殊群体送去
精准服务，赢得了群众好评。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李诚 通讯员 于洋 报道）11月25
日，滨城区供电公司组织工作人
员到滨城区杨柳雪红色基因棉
花科技示范基地开展了用电安
全检查活动，为棉花加工企业送
去便捷周到的供电服务，为杨柳
雪红色棉区经济发展和乡村振
兴贡献绵绵电力。

据悉，杨柳雪红色基因棉花
科技示范基地位于杨柳雪村南侧，
占地280亩。近期，进入棉花收割
季，棉花加工企业一片“火热”。活
动中，滨城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对
各棉花加工企业生产车间的配电

设备、配套生活用电设施进行了全
面体检，及时消除发现的安全隐
患，并向企业职工宣传安全用电知
识，提高全员安全意识。同时与
企业负责人主动沟通，详细了解
企业生产用电难题，收集整理、跟
踪解决客户用电需求，结合企业
用电负荷特点，优化用电方案，帮
助客户降低生产成本。

本次活动共排查隐患13处，
处理13处，确保棉花加工企业用
上可靠电、安全电。通过主动服
务，滨城区供电公司极大地拉近
了与客户间的距离，让客户深切
感受到“获得电力”的优质服务。

滨城区供电公司：

主动上门体检用电设施
为棉花加工企业送去安全电力

农行滨城支行：

开展“上门服务”帮群众
激活社保卡“一卡通”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胡旭
阳 报道）11月29日，“新时代 新鲁
菜”2021鲁菜创新大赛滨州市参赛
作品鉴评活动在双量职业培训学校
举行。全市20多家酒店报送的32
道特色菜品参与鉴评。

本次鉴评活动由中共滨州市
委宣传部、滨州市文化和旅游局
主办，滨州市饭店烹饪餐饮协会、
滨州市山东双量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中式烹调师技能大师工作室承
办，旨在评选出具有滨州当地文
化特色的、既营养健康又有较高
审美标准的、具有良好口碑和市
场推广价值的色、香、味俱佳的新
鲁菜作品。

为实现这一目标，市饭店烹饪
餐饮协会积极组织各会员单位利
用滨州当地特色食材研发创新菜
品。因此，在本次活动中，既出现
了盐田虾、锅子饼、牛肉、驴肉等
滨州特色食材创新使用的新菜

品，也有黄河大鲤鱼、青阳炒鸡、
大闸蟹、酱牛骨等滨州特色美食
的新吃法。

为确保鉴评的公平性和公正
性，主办方专门成立了滨州市“新鲁
菜地市鉴评团”，全程采用盲评形

式，按照五颗星档次对参赛菜品进
行现场品鉴评比，按星级由多到少
进行排序，并对每一款参赛菜品撰
写菜评。经过参赛大厨们的精心
烹制和鉴评团的严谨评审，确定智
者智城群英荟、渤海盐焗大虾、贝
贝南瓜炖大闸蟹、偷梁换柱、养生
杏香虾球、鱼鲜羊肚菌等为五星级
菜品。

据了解，本次鉴评活动是“新时
代 新鲁菜”2021鲁菜创新大赛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次鉴评结果
将按照一定比例分值计入省大赛总
分值。优胜者将代表滨州参加全省
创新鲁菜大赛。

目前，“新时代·新鲁菜”2021
鲁菜创新大赛正在投票阶段，我
市共有 32道特色美食参与大赛，
其中渤海盐焗大虾获得 75 万多
票，市民可使用手机下载“央视
频”App，为我市参赛菜品投票。

滨州大厨亮绝活 创新鲁菜迎“大考”
“新时代 新鲁菜”2021鲁菜创新大赛滨州市参赛作品鉴评活动举行，全市20多家

酒店报送的32道特色菜品参与鉴评

精美菜品吸引与会人员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