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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滨州

全市互联网宣传管理工作会议召开

互联网宣传管理纳入绩效考核
本报7月17日讯(通讯员 张松

高斌 记者 王晓霜 见习记者
王茜茜) 17日上午，滨州市互联

网宣传管理工作会议召开。会议传
达了山东省互联网宣传管理工作会
议精神，总结了去年来滨州市互联
网宣传管理工作，对全市互联网宣
传管理工作作出安排部署。市公安

局、沾化县委宣传部等5个部门或县
区作了交流发言。市委副书记薛庆
国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宣传
部长周桂萍主持会议。

薛庆国对滨州市互联网宣传管
理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
定。他指出，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同
时，给我们的互联网宣传管理工作

带来了新机遇、新挑战。
薛庆国强调，互联网宣传管理

工作是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
要组成部分，涉及面广、综合性强，
要强化组织领导，完善体制机制，加
强统筹协调，不断提高互联网宣传
管理工作科学化水平。各县区、各有
关部门要切实把互联网宣传管理工

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纳入绩效考
核体系。要重视互联网宣传管理人
才，加强队伍建设，要加大对互联网
宣传管理工作的财政支持，加大资
金投入，加强技术装备能力建设。

周桂萍就会议的贯彻落实作了
安排部署。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切实转
变思想、更新观念，正视挑战，全面落

实好这次会议的部署要求。她指出，
各级各部门要正确认识网络宣传管
理与实体工作、现实生活存在的密不
可分的关系，切实加强对网络宣传管
理工作的领导。各部门尤其是敏感部
门要主动作为，积极支持、配合网管
部门开展工作，争做大舆论管控工作
新格局中的合格一员。

滨州市新闻道德委员会成立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周桂萍出席会议并讲话

本报7月1 7日讯 (通讯员 张
丽 记者 王晓霜 ) 17日下午，
滨州市新闻道德委员会成立大会
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周桂萍
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表决通过了《滨州市新
闻道德委员会章程(草案)》，产生

了委员会组成人员。委员会设主
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秘书长、委
员、办公室主任，包括新闻行业代
表、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市直
部门工作人员，以及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和法律专家等，使工作更
客观、更公正、更权威。

周桂萍指出，成立新闻道德委员
会是解决新闻道德领域突出问题的
迫切需要，是践行群众路线、改进新
闻管理方式的需要。从总体上看，滨
州市新闻工作者队伍是值得信赖的，
但也存在一些违背新闻职业道德的
事件。成立新闻道德委员会，有利于

新闻媒体规范采编行为，提升公信
力；也能从机构和制度等层面明确记
协的新闻评议职能，既是对记者协会
职能的强化，也是新闻管理方式的一
种创新。

周桂萍要求，滨州市新闻道
德委员会成立后，要通过向社会

公布举报电话、开设群众信箱、建
立网上平台等多种方式，开门接
受社会各界的举报投诉。同时，还
要不断培育推出新闻职业道德模
范，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做法，以典
型的力量助推“四大公害”问题的
破解。

滨州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勇做客“中国滨州”在线访谈

新购15部美式校车覆盖城区学校
文/片 本报记者 王晓霜 见习记者 邵芳 通讯员 王玮

近年来，滨州市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实现跨越发展，初步构筑
起一个四通八达、晴雨畅通的现
代化大公路网络。今年，全市交通
运输系统要贴近民生办交通，重
点打造富民便民的综合交通、民
生交通、智慧交通、平安交通、实
力交通、美丽交通“六个交通”。17
日上午，滨州市交通运输局党组
书记、局长李勇做客“中国滨州”，
就加快发展滨州现代交通运输
业，贴近民生办交通等话题与广
大网友进行了在线交流。

滨州现代化

大公路网络基本建成
网友：能不能请李局长介绍

一下咱们市交通运输局近年来的
工作成绩和今年有哪些重点工
作？

李勇：好的。截至2012年，全
市公路通车里程15614 . 2公里，初
步构筑起了一个以市区为中心，
以4条高速公路(长深高速、荣乌
高速、青银高速、滨德高速公路)、
3条国道(国道205线、国道220线、
国道309线)、16条省道为骨干，以
县乡村公路为基础，辐射全市、干
支相连、四通八达、晴雨畅通的现
代化大公路网络。全市海岸线240
公里，沿海港口建成1000-30000
吨级泊位18个，其中滨州港建成
多功能导堤17公里，形成深水岸
线28公里，两个3万吨级泊位达到
运营条件，开工建设了3个5万吨
级液体化工码头。

今年全市交通运输系统将以
构建具有滨州特色的区域综合交
通运输体系为目标，以服务城镇
化和惠及民生为重点，贴近民生
办交通，重点打造富民便民的综
合交通、民生交通、智慧交通、平
安交通、实力交通、美丽交通“六
个交通”。

出租车拒载

可拨打7091234投诉

网友“天涯海角”：滨州汽车
站门前的出租车司机只会载去远
地方的乘客，讲价后价钱适合才
载客，拒绝打表计费。

李勇：这就要求乘客在遭遇
拒载时，要适时向执法人员投诉
并配合调查取证，才能有效制止
出租车司机这种不文明、不守法
的行为。

网友“平安幸福”：现在市区有
多少辆出租车，个人认为不能满足
市民的出行需求，有何改进措施？

李勇：市区现有出租车714
辆、出租车公司5家，行业管理涉
及交通、公安、物价、质监、工商、
税务、城管等多个部门。出租车行
业确实存在服务质量不高、车容
卫生差、驾驶员职业道德水平低
等情况。我们重点从四个方面进
行 了 整 改 ，市 交 通 服 务 热 线
7091234已实行24小时工作制度，
投诉人可直接记录车牌号或乘车
发票号码，投诉案件可即刻立案
受理。对在汽车站等区域内发生
的投诉纠纷案件，将安排执法人
员赶赴现场调解纠纷，查处违章。

再就是设立出租车电召系统
缓解“打的”难。5月24日，滨州市
出租车电召服务系统正式启用。
今后，市民需乘坐出租车时，拨打
交通服务热线7091234，便可使用
免费的“电话叫车”功能。滨州的
乘客使用电召系统叫车，不额外
收取任何费用，这在全国是首例
免费的叫车电话服务。

在打击“黑出租车”方面，我
们从5月23日起持续到7月31日，
进行集中打击专项行动。

投资17亿

三年内实现村村通
网友“漫步人生”：关于滨州

黄河大桥滨州车辆收费的问题是
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影响市民的
出行，制约滨州的发展，请问什么
时候能够解决？

李勇：目前滨州市共有跨黄
河大桥4座，除滨博高速公路黄河

二桥收费纳入高速公路通行费
外，其余3座大桥都设站收费。其
中，滨州黄河大桥收费站现隶属
山东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目
前滨州市跨黄河大桥和浮桥大都
不是政府投资项目，由外商或单
位入股形式投资建设，设站收费
收回成本是其基本经营形式，因
此停止跨黄河大桥收费目前暂时
无法解决，对此问题我们一直在
积极向上级部门反映，尽快给网
民一个满意的答复。

网友“微笑”：听说我们市里
要搞公路村村通，请问这个工程
什么时候能够开始？

李勇：今年滨州市将全面启
动农村公路“三通”工作，这一工
作即将进入全面实施阶段。我们
计划自今年下半年开始，力争用3
年时间，投资17亿元，在我市有建
设需求的3632个行政村完成7643
公里(进村道路1731公里，村内街
道2512公里，村内街巷3400公里)
的农村公路工程建设，实现村村
通、村内通、户户通的农村公路

“三通”目标。

百台新能源公交

年内将“上岗”
网友“摩天轮”：李局长在访

谈一开始也提到了要贴近民生办
交通，今年惠民交通建设投资2 . 44

亿元，都会做哪些事情？
李勇：今年民生交通重点推

进6件民生实事。一是启动全市农
村危险桥梁改造。力争到“十二
五”末完成596座农村公路危桥的
改造任务。二是推进乡镇交管所

“四位一体”规范化改造。三是启
动推进城乡公交一体化。今年力
争完成滨州至博兴、惠民、阳信、
无棣、沾化城际客运线路的公交
化改造，开通滨州至各县区驻地
(邹平除外)城际公交，打造滨州
“40分钟城市公交圈”。四是新购
置100台新能源公交车，力争年内
实现城区全部公交车辆的更新换
代。五是继续实施校车服务提升
工程。新购15部美式校车，实现滨
州城区中小学校车全覆盖。六是
启动交通行政审批、行政处罚等
信息公开工程，健全完善网上政
务大厅和行政审批服务大厅，将
交通项目招投标、行政审批、行政
执法、出行信息对社会全面公开。

网友“日光灯”：据说济-滨-

东高速马上就要动工了，请问什
么时候能够建好？

李勇：目前征迁工作正在紧
张进行中，预计6月底结束。为确
保9月份济南、滨州、东营三市同
期开工，市交通运输部门组织人
员提前实地勘察调研，确保工程
开工后，能有效地监督管理。该项
工程预计在2015年竣工。

滨州自来水公司总经理孙贻
斌，将于2013年7月19日上午10:
00，做客“中国滨州”政府网，围绕

“提高饮用水水质，确保城市供水
安全”话题与广大网友进行在线
交流，广泛听取意见建议。网友可

通过滨州政府网公众参与专栏提
交问题，欢迎踊跃提问，积极参
与。 (记者 王晓霜)

格下期访谈预告

本报7月17日讯 (记者 赵树
行) 由齐鲁晚报·今日滨州、金都
文化·婚礼策划公司主办,山东天
地缘酒业有限公司、山东万德酒业
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2013时尚婚

礼风向发布会将于7月20日晚在滨
州影剧院广场举行,届时将举办现
场婚礼展示,并有精美礼品赠送。

金都文化·婚礼策划公司负责
人都经理介绍,此次婚礼风向发布

会已有众多单位参与协办，包括绿
洲蛋糕、情侣婚纱、真爱摄影、90印
象原创摄影馆、好缘喜糖、鑫凯莱
大酒店、黄金大厦珠宝钻戒等,将
为大家呈现一场婚礼视觉盛宴。

时尚婚礼风向发布会

20日晚举行

滨州建立96个

消防标准示范街

本报7月17日讯 (记者 刘涛
通讯员 刘莹 ) 根据今年年初滨
州市召开的九小场所工作会议部
署，上半年，滨州将建立消防标准示
范街若干条。目前，滨州已建成96条
消防标准示范街。

建立消防标准示范街是为了消
除消防安全隐患，使更多中小场所
的建设更加规范化，并逐步达到消
防标准示范街的标准。根据要求，全
市每一个派出所负责在辖区内建立
一条标准示范街，目前，已有96条消
防标准示范街建立。

16日，记者跟随滨州市公安消
防支队分别到北海新区、沾化、无
棣、阳信、惠民、滨城区、开发区、高
新区、博兴、邹平等地实地观摩消防
示范街。示范街道两侧的餐馆、饭
店、商店等经营场所，室内都装有至
少两个消防灭火器，并在店内显要
位置贴有消防安全承诺书、告知书
和消防安全警示牌，除此之外，还为
每一个场所建立消防档案。中小场
所工作人员除掌握基本消防安全知
识外，还能熟练运用消防灭火器。

据了解，从今年开始，派出所的
消防监督工作将被纳入执法质量考
评中，消防示范街将逐步在全市推
广，更多中小场所建设将更加规范
化。

12家企业新入选

省级“一企一技术”企业

本报7月17日讯 (记者 李运恒
通讯员 韩红军 文竹林 ) 记

者从滨州市中小企业局获悉，第五
批省级“一企一技术”研发中心和第
三批省级“一企一技术”创新企业名
单公示，滨州12家企业入选。

第三批省级“一企一技术”创新
企业中，滨州有7家入选，其中包括
滨州市博远模板有限公司、滨州丰
华橡胶粉制造有限公司、无棣县华
龙食品有限公司、无棣海忠软管制
造有限公司、山东省阳信县利民粮
油制品有限公司、山东佳佳恋厨业
有限公司、邹平县星宇塑料助剂有
限公司。第五批省级“一企一技术”
研发中心中滨州有5家企业入选，其
中包括山东泰丰节能新材料有限公
司、山东益丰生化环保股份有限公
司、滨州和美绿色畜牧有限公司、山
东美罗福农化有限公司、山东利德
金融电子器具有限公司。

届时，本报“黄蓝两区中小微企
业记者行”栏目也将对这些企业进
行集中报道，以宣传他们的创新独
特之处，带动更多的中小微企业走

“专、精、特、新”的路子，推动全市
的中小微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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