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滨州日报/滨州网博兴讯（通
讯员 李云鹏 报道）为进一步推进
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弘扬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近日，博兴县城
东街道御华社区组织开展了“新春
纳福”送春联活动。

书法爱好者们挥毫泼墨，用心
书写着一副副寓意吉祥的春联和
一张张喜庆的“福”字，寄托着人们
对新一年的憧憬和向往，活动现场
洋溢着浓浓的喜庆氛围。社区志

愿者们将写好的春联、“福”字一一
晾干，赠送给社区居民，以表达对
大家的新春祝福。

此次活动，不仅弘扬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营造了浓厚节日氛
围，同时也把祝福、温暖、喜庆
送到了群众手上。下一步，该街
道将紧密结合群众需求，定期开
展各类文化活动，持续把温暖送
给群众，提升广大群众的幸福感
和获得感。

城东街道御华社区开展
“新春纳福”送春联活动

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
讯员 霍广 报道）为深入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营造欢乐、祥和、文明的春节喜庆
氛围，1月15日，邹平市韩店镇邀
请邹平市书法家协会的书法家们
走进西韦村，开展了“我们的中国
梦—文化进万家”文化惠民活动，
将新春祝福与浓浓的年味儿送到
群众家门口。

“神兔献瑞兔年吉祥 金兔举
棒兔年如意”“五福百福全家福 千
春万春满堂春”……活动现场，邹
平市书法家协会的书法家们挥毫
泼墨，在红彤彤的纸上，写下一个
个苍劲有力的“福”字和一副副充
满美好祝愿的春联，营造了喜庆热
烈、文明祥和的节日氛围，寄托着
大家对新年美好生活的祝福和期
待，彰显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
厚底蕴，引领新时代文明实践新风
尚。

此次文化惠民活动，吸引了西
韦村众多村民前来参与。他们有
的驻足欣赏，有的耐心等待自己心
仪的春联，有的小心翼翼地将书法
家们为自己写好的春联晒干卷好，

脸上纷纷洋溢出幸福喜悦的笑
容。该村村民赵大爷领到春联和

“福”字后高兴得合不拢嘴：“我非
常喜欢‘一帆风顺吉星到 万事如
意福临门’这副对联，最能表达我
的新年愿望。”

邹平市书法家协会的书法家
们将新春祝福以“写春联送祝福”
的形式送到群众家门口，既为新春
佳节增添了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
同时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
让忙碌了一年的村民感受到春天
般的温暖。书法家宋爱民说：“每
年春节前，邹平市书法家协会都会
组织书法家们走进基层、走进乡
村，义务为群众写春联、送祝福，让
大家感受书法艺术的魅力，增强群
众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认同。”此次
活动，共为村民送出春联200副、

“福”字200张。
春节贴春联、贴“福”字，是中

华民族传统新年习俗，韩店镇每年
都会在春节前夕，联合邹平市书法
家协会的书法家们，依托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站），组织开展“文化进
万家”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为当
地群众写春联、送祝福，让他们充
分感受到浓浓的幸福年味儿。

妙笔生花送福瑞
翰墨飘香迎新春

韩店镇“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文
化惠民活动走进西韦村

1 月 17 日，沾化区泊头镇新
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结合“黄河
大集”活动，积极做好“学习强
国”线下推广，大力倡导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提高“学
习强国”学习平台的知晓率和使
用率。

该镇志愿者通过现场讲解的
方式，向赶集群众宣传“学习强
国”学习平台，讲解“学习强
国”App 的注册使用方法，进一
步加深群众对“学习强国”学习
平台的认识。（滨州日报/滨州网
通讯员 赵聪 张梦娜 摄影）

泊头镇志愿者走进“黄河大集”
宣传推广“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学习强国”推广走进“黄河大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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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隆
卫 通讯员 史文华 报道）2022年以
来，沾化区市场监管局聚焦“1126”
工作思路，坚持党建走在业务前、服
务走在监管前、普法走在执法前、创
新走在履职前、沟通走在配合前，持
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不断优化营
商环境，下大力气激发市场主体活
力和经济发展动力。

加强市场主体培育，
服务效能不断提高

沾化区市场监管局树牢“抓发
展必须抓市场主体培育”的理念，出
台了扶持市场主体发展的11条举
措和支持“个转企”14条措施，梳理
集合各级最新的助企纾困政策，形
成了稳市场主体增长的政策叠加效
应。截至2022年10月15日，沾化
区实有市场主体32437家，同比增
长10.66%。2022年1—10月份，共
有213家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企
业，新增市场主体5179家，同比增
长40.85%，增长率位居全市首位。

持续推动市场监管、统计、人社
等年报“多报合一”，实现“一次填
报、多方共享”。公开12部年报咨
询电话，累计为2100家企业提供咨
询指导服务。印发《滨州市沾化区
专利资金管理办法》，强化对知识产

权创造、运用和服务的激励。完成
专利权质押融资7笔，质押发明专
利6件，共计金额6750万元。完成
省保护中心快速预审通道授权的专
利16件。通过绿色通道授权的新
一代信息技术和海洋领域发明专利
已达14件。已有4家公司投保专
利保险。“沾化冬枣”入选“好品山
东”区域类产品名单，达民化工等5
家企业申报山东省高端品牌。立诚
精细化工、京博生物科技等11家企
业获评滨州市“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

推进涉企信息归集，
监管模式不断创新

沾化区市场监管局充分发挥牵
头作用，积极督促区政府各部门、单
位将各类涉企信息依法全量归集至
企业名下，持续推进涉企信息的统
一归集、依法公示、共享共用。截至
目前，累计归集涉企信息23924条。

制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办法，
推进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对信
用风险低的A类企业，合理降低抽
查比例和频次，让诚信守法企业凝
心聚力谋发展，对全区234家信用
风险高的D类企业，实行监管全覆
盖，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截至目
前，在重点领域执法检查中检查企

业 422 家次，其中 D 类企业占比
74%。印发全区部门联合抽查事项
清单，推进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
开”监管常态化开展。2022年，共
开展部门联合抽查32次，共有26
个部门参加，涵盖142个抽查事项、
120项抽查任务，检查市场主体261
家。

守护市场主体信用，
企业活跃度不断提升

沾化区市场监管局创新开展
“守护信用助力发展”行动，推出包
容审慎监管与靠前服务快速修复
10条措施，帮助已“失信”市场主体
从“休眠状态”中“苏醒”，进一步“充
电蓄力”激发活力。对符合信用修
复条件的52户市场主体完成信用
修复。

开展专题调研26次，走访企业
215家，收集企业难点问题36件，均
已明确责任人、推进措施和办结时
限，确保问题化解率达100%。围
绕服务海洋产业转型升级，开展“市
场监管冯家行”活动12次，为涉海
食品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出台
《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推行包容审
慎监管的指导意见》，对一般违法行
为以教育为主，对17家市场主体违
法情节轻微并及时改正、未造成危

害后果的依法不予或者免于处罚。
开展普法宣传54次，针对企业开展

“一对一”行政指导235家次。

深入实施“铁拳”行
动，监管力度不断加大

沾化区市场监管局通过开展公
平竞争审查，全面梳理要素保障类
政策措施，逐件进行审查评估并登
记台账，共梳理文件1085件。围
绕虚假宣传等13个重点领域，深
入开展民生领域案件查办“铁拳”
行动，共计查办各类案件805件，
案值186.2万元，检查网络经营主
体265个次，发现涉嫌虚假宣传违
法线索12个。开展知识产权专项
检查行动3次，查处有效线索12
起，查处知识产权类案件14件，
其中商标侵权案件3起、专利纠纷
裁决8起。

该局在全市率先完成区消费者
协会第五届理事会换届工作，经验
做法在全市范围内推广。以消费纠
纷“解决好、降下来”为基本目
标，共受理各类投诉举报 2025
件，工单按时办结率、合理诉求满
意度均为100%。指导全区1140家
市场主体做出“线下无理由退货”
承诺，提前完成2022年既定任务
目标。

沾化区市场监管局：

四项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全面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强信心强信心 稳经济稳经济 促发展促发展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邵
一娟 通讯员 张志刚 报道） 忙生
产、赶订单、抢市场……连日来，
滨城区秦皇台乡各大企业开足马
力、加快生产，到处都是一派繁忙
的生产场景。

在山东滨州奥诺新材料有限公
司的生产车间里，机器轰鸣运转，
工人穿梭不停，流延成型、高温烧
结、激光切割……一块块薄如纸片
的陶瓷基板陆续下线。“现在正在

赶制的是南方一家上市公司的订
单，这批产品要赶在春节期间交
货。”该公司负责人李阳告诉记
者。该公司是一家高科技材料生产
企业，主要生产精密电子陶瓷基
板、LED灯丝、新能源汽车PTC
加热片、制冷片、太阳能逆变器等
电子陶瓷产品，广泛应用于通信、
LED封装、半导体、新能源汽车等
高科技领域。

2022年，受疫情影响，该公
司开局不利，产量持续下降，一度
陷入困境。“去年8月份之前，企
业发展遇到了很多困难，产能不足
正常情况下的50%。进入9月份之

后，逐月增长，现在4条生产线已
满负荷生产。”李阳对企业的发展信
心满满，“订单已经排到了今年的3
月份，为此我们又订购了一条生产
线，预计5月底进厂安装调试。”

同样忙碌的，还有山东众顺机
电有限公司。记者在该公司生产车
间里看到，工人有条不紊、加紧生
产，全力确保高质量完成客户订单。

据了解，疫情防控措施的调整
优化为企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
处，不仅让企业的“上下游”开始
活了起来，而且供应链安全高效运
营得到了更好的保障，有利助推企
业高效发展。

为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不断
优化营商环境，秦皇台乡组建了驻
企服务工作专班，落实包保责任
制，为企业全程解决在资金、政
策、物流、用工等方面存在的困难
和问题。同时，全面梳理各级惠企
政策，印发政策汇编，及时全面宣
传到位，全力服务企业生产发展。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服务辖
区企业发展，开展送政策、解难
题、优服务驻企服务工作，搭建好
政企沟通交流‘桥梁’，切实为企
业发展排忧解难、保驾护航，高质
量推动企业发展提档加速。”秦皇
台乡党委书记张硕表示。

秦皇台乡各大企业忙生产赶订单抢市场

滨州日报/滨州网无棣讯（通讯
员 郭玉栋 报道）2022年以来，无棣
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把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落实到重大建设项目审
批服务工作中，紧扣时间节点，狠抓
工作落实，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提速增
效，奋力冲刺建设目标任务，以实干

实绩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地落实。
坚持“效率”至上。该局在行政

审批、要素保障等方面为企业提供
全程帮办代办服务，为每个项目安
排专人（小组）进行“一对一”服务，
帮助理清审批关键节点，加快办理
进度。通过推行“告知承诺+并联
审批+全程网办”机制，以容缺受
理、分段办理等方式，推动项目审批
提速增效。

坚持“实干”为先。该局在政务
服务大厅高标准设立项目审批“一
站式”服务专区，可同步受理40项
工程建设项目审核事项，保证“一区
受理、内部流转、并联办理、一窗出

件”。针对不同类型项目审批事项，
制定审批流程图，“量身订做”审批
服务。依托滨州工改系统审批平
台，实现项目审批“一网通办”。

坚持“精细”着力。该局及时了
解企业生产经营中遇到的瓶颈，帮
助制订解决方案。针对项目落地开
工前手续办理、水电气暖讯等配套
服务，以及竣工投产项目在招工、安
全支持等方面的难点痛点，专门构
建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帮助企业步
入快速发展轨道。2022年以来，无
棣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已先后为无棣
县职业中专五年制高职学校项目、
山东鲁北海生生物有限公司150万

吨/年氢氧化铝项目、鲁北万润24
万吨/年磷酸铁锂联产24万吨/年
磷酸铁项目、无棣蓝洁污水处理有
限公司2.5万吨/日提标改造及2.5
万吨/日污水处理扩建等项目高效
办理了相关审批手续，得到了项目
方的一致好评。

下一步，无棣县行政审批服务
局将坚定不移把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精神与发挥部门职能推动项目建
设有机结合，着力提升项目审批的
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水平，千方
百计为项目建设提供全方位审批服
务，让在无棣县“能办事”“好办事”
成为项目建设方的共识。

无棣县高质高效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真正让在无棣县“能办事”“好办事”成为项目建设方的共识

1月18日，无棣县市级非遗（滨州剪
纸）传承人方秀岭正在创作生肖兔剪纸
作品。

据了解，为迎接兔年春节，方秀岭专
门设计制作了玉兔送福、吉祥兔、“兔”飞
猛进等各式各样的生肖兔窗花，将传统
非遗文化融入新年红红的纸张里，寄托
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展现了剪纸
艺术的独特魅力，营造出喜庆祥和的节
日气氛。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蒋惠庆 摄影）

生肖剪纸
喜迎兔年

选购年宵花 欢乐过大年
新春佳节即将到来，邹平市

好生街道十里生态花卉一条街
的“花韵好生”党建联盟花卉苗
木联合社里一片繁忙景象，蝴蝶
兰、大花蕙兰、凤梨等20多种年

宵花盛大开放、争奇斗艳，吸引
众多市民前来选购。

近年来，该街道依托十里生
态花卉一条街，成立“花韵好生”
党建联盟花卉苗木联合社，以

“党支部+合作社+农户”模式，
落实多项惠农措施，促进花卉市
场繁荣发展。图为1月14日，市
民带着孩子选购年宵花。（滨州日
报/滨州网通讯员 董乃德 摄影）

滨州日报/滨州网开发区讯
（通讯员 夏玉桂 报道）连日来，滨
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开通农
民工维权“绿色通道”，成立专门清
欠领导小组及办公室，聚焦处理农
民工讨薪举报、投诉等问题，全力
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1月12日，市12345政务服务
热线接到市民孙先生来电，反映其
本人及工友共30余人2018年至
2019年5月在滨州市某纤维公司
从事建设危化品仓库工作，至今
被拖欠工资共计50余万元。由于
该欠薪问题溯及时间长达5年，
且数额较大、分歧较多、牵涉人
员众多，对此，开发区清欠办公
室指挥部组织召开专题会议，研
判解决方案。

开发区清欠指挥部负责人、
区综合执法局局长封涌波随即召
集欠薪方和诉求人到办公室进行
现场调解。1月18日，经过多方

多次研判和协调，最终双方达成
调解协议，签订支付承诺书。欠薪
方滨州某纤维公司承诺，将拖欠尾
款50余万元（含民工工资）等所有
费用会在2023年春节前支付。“衷
心感谢开发区清欠指挥部帮我们
追回工资，要不然我们不知道啥时
候才能要回这些血汗钱。这下我们
农民工可以安心过个好年了！”农
民工代表孙某高兴地说。

据了解，自 2022 年 12 月 14
日开发区成立清欠指挥部以来，截
至2023年1月18日，共接访投诉
欠薪案件195件，已处置化解190
件，累计帮助900余名农民工追讨
工资1700余万元；针对剩余5件，
指挥部已指定化解责任人实行重
难点案件包保，确保2023年春节
前全部化解，真正把为民办实事、
解难事体现在“解薪忧”的具体行
动中，有力地维护了广大劳动者的
合法权益。

开发区开通“绿色通道”
全力帮助农民工追讨欠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