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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千千余余村村居居社社区区““两两委委””开开始始换换届届
拉票贿选等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拓宽选人视野

鼓励人才参选

28家中小企业

入围“专精特新”

相关链接

本报11月10日讯 (记者
孙婷婷 通讯员 王义

燕) 10日，记者从德州市中
小企业局获悉，德州28家企
业被认定为第二批“山东省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根据德
州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发展实施方案》，到2018年全
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将达
到500家以上。

第二批“山东省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名单中，德州
市共有28家企业入选。其中
乐陵市信诺医疗器械等1 2

家企业被认定为专精特新
工业企业，山东科信生物化
学等1 1家被认定为科技创
新型企业，山东峰宇面粉等
两家被认定为自主品牌企
业，德州乐居广告有限责任
公司等三家被认定为特色
服务业企业。“希望被认定
的企业，进一步增强自主创
新能力，大力培育自主品
牌，积极开发特色产品和服
务，充分发挥典型示范作
用。”德州市中小企业局工
作人员介绍。

银座商城选手

获消法大赛奖项

本报11月10日讯 (记者
孙婷婷 通讯员 贾通

洲) 近期，由中消协等单位
主办的全国《消法》知识大奖
赛胜利落下帷幕，德州银座
商城运营部副经理于爽喜获
三等奖。

自大奖赛开始以来，德
州市消保委高度重视，及时
组织各县 (市 )、区局暨市局
机关积极参与竞赛，并召集
部分理事单位负责人召开专

题会议，进行周密部署，广泛
动员社会各界积极参赛。

据统计，德州市共有
2000余人通过网上和信件形
式参与了答题，合格率达
90%以上。此次大赛山东省
消费者协会荣获“优秀组织
奖”；通过抽奖，全省有3名同
志荣获个人“三等奖”，其中
包括德州银座商城运营部于
爽副经理，为德州市赢得了
荣誉。

本报11月10日讯 (记者 李
榕 ) 日前，德州市委、市政府印
发《关于做好城市社区“两委”换
届选举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做好
农村社区(村)“两委”换届选举工
作的意见》。据了解，此次换届选
举涉及城市社区140余个、农村社
区(村)3000余个。意见强调，将严
肃查处换届选举中的违法违纪行
为，对拉票贿选、造谣生事、破坏
选举秩序等行为，要发现一起查
处一起。

据了解，全市村“两委”换届选
举从今年10月开始，到2015年春节
前基本结束；社区“两委”换届选举
也从今年10月开始，到12月底基本
结束，一般先进行党组织换届，再

进行居民委员会(村委会)换届。
在上述两个意见中，德州明

确了社区“两委”成员及(村)“两
委”成员的标准条件，其中，社区

“两委”成员人选特别是正职人
选，除具备党章和有关法律法规
规定的基本条件外，还应达到“一
好三强”标准。对于不宜提名为社
区“两委”成员候选人的具体情
形，选举前分别提交党员(代表)
大会、居民会议或居民代表、户代
表会议讨论通过；对于不得担任
党组织成员和不宜提名为村委会
成员候选人的具体情形，选举前
分别提交党员大会、村民会议或
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

此外，将精简“两委”成员职

数。在社区“两委”成员职数方面，
一般为5-9人，提倡社区“两委”
成员交叉任职、党组织书记与居
委会主任“一人兼”。社区“两委”
主要负责人“一人兼”或党员数量
较多、社区规模较大的，一般应配
备1名专职副书记，配备专职副书
记的社区一般不少于社区总数的
三分之一。在(村)“两委”成员职
数方面，1000人以下的农村社区
(村)一般为3-4职，1000至2000人
的一般为4-5职，2000人以上的一
般不超过7职，多村合并的社区可
适当增加。提倡党组织书记依法兼
任村委会主任、“两委”成员交叉任
职，“一人兼”和交叉任职比例一般
分别不低于90%和70%。

据了解，在村(社区)“两
委”换届选举过程中，德州
将拓宽选人用人视野，注重
从农村致富能手、合作经济
组织负责人、专业大户、乡
村医生、外出务工经商人
员、复转军人、回乡大中专
毕业生、离岗退休人员中发
现优秀人才。鼓励大学生村
官等各类面向基层服务人
员积极参选。支持符合条件
的村团组织书记、妇代会主
任按法定程序进入“两委”
班子。对本社区(村)确无合
适党组织负责人的，可采取

从县乡党政机关和企事业
单位选派“第一书记”等方
式，安排优秀人才到社区
(村)任职。

在社区“两委”换届选
举方面，德州将注重从社区
居民、社区专职工作者中发
现优秀人才。鼓励符合条件
的在职或退休党员干部、社
会知名人士以及群团组织
负责人、复转军人、业主委
员会负责人、物业公司负责
人等各方面优秀人才，通过
换届选举担任社区“两委”
成员。 本报记者 李榕

本报11月10日讯
(记者 王乐伟 通讯
员 王琦霞 ) 近日，
德城区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对德城区460
余家“三小”店铺(小
食品店、小餐饮店和
小作坊)进行集中检
查，依法取缔了8家整
改后难以达到许可要
求的单位。

据相关工作人员
介绍，德城区食药监
局以迎宾大道、育英
大街、新湖北大街等

地段为重点，开展地
毯式整顿检查。整顿
期间发现，“三小”店
铺不亮证经营、餐具
消 毒 使 用 三 无 洗 涤
剂、环境卫生差等方
面问题突出。

据了解，此次检
查中，德城区食药监
局共检查460余家“三
小”店铺，其中300余
家单位因生产经营不
规范，被责令整改。另
外，8家单位整改后未
达许可要求被取缔。

德城>>

取缔8家“三小”店铺

武城>>

公务用车全面整顿

本报1 1月1 0日讯
(记者 刘振 通讯员

梁峰) 近日，武城县
纪委下发《关于对公务
用 车 清 理 整 顿“ 回 头
看”工作进行重点检查
的通知》，对全县公务
用车情况进行一次“廉
政体检”。

据 悉 ，此 次 公 车
“廉政体检”，主要是为
进一步规范公务用车
配备使用管理，进一步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由
县纪委抽调专人，组成

2个专项检查小组，通
过听取汇报、查阅行驶
证和账册、现场勘验等
方式，对全县部门单位
公务用车登记情况、自
查自纠情况、固定资产
账目(车辆)、车辆管理
制度等内容进行检查。
为了确保活动实效，该
县纪委公开公车违规
使用举报电话和邮箱，
接受社会举报，并要求
各部门单位签订承诺
书，对发现公车违规问
题严厉问责。

本报11月10日讯 (记者 王
乐伟 通讯员 王晓屹 王培
杰) 10日，记者了解到，德州市
卫生监督所下发《关于进一步推
进医疗机构不良执业行为管理
的通知》，决定在全市医疗机构
试行不良执业行为记分管理。校
验期为1年的医疗机构记分累计
积分达24分的注销其《医疗机构
执业许可证》；校验期为3年的医
疗机构，三年记分累积超过54分
的注销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

“就跟司机违反交通法规要
扣分一样，此次医疗机构不良执

业行为记分管理就是医疗机构
一旦违纪违法，就要记分，达到
一定分值就给出相应处罚，加强
对其约束性。”据德州市卫生监
督所相关负责人介绍，对医疗机
构不良执业行为实行累积记分
管理，累积记分周期以该医疗机
构的校验期限为单位，从医疗机
构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起计算，一个记分周期期满后，
该周期内的记分分值消除，重新
开始记分。

据了解，校验期为1年的医疗
机构，其不良执业行为记分累积
超过12分的，登记机关在办理校验

时，给予1至6个月的暂缓校验期；
医疗机构不良执业行为记分累积
超过18分的，或者在暂缓校验期
内，医疗机构不良执业行为记分
累积超过6分的，认定其不能通过
校验，累计积分达到24分的注销其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根据医疗机构不良执业行为

记分项目显示，诊疗活动超出登
记的诊疗科目范围、进行非医学
需要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
工终止妊娠等一次记6分；使用非
法定血源或者非法采供血、不设
床位的医疗机构在暂缓校验期内
仍继续执业等一次记12分。

医疗机构违规要扣分了

一一年年累累计计2244分分注注销销执执业业许许可可

“捂”霾
11月10日，全市空气质量一度达到严重污染，在全国城市排名中仅优于滨

州，位列倒数第二。路上的行人重新戴起口罩，应对卷土重来的雾霾天气。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

县域快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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