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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首出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目前正在征求社会意见

鼓鼓励励现现房房销销售售或或成成房房产产新新规规
本报11月12日讯(记者 阚

乐乐) 11日，《滨州市商品房销
售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对
外公布，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
此《办法》主要根据《山东省商
品房销售条例》，结合滨州本市
实际制定，使之更具备滨州地
方操作性，是滨州首次出台的
全面包括商品房现售和预售的
管理办法。

《滨州市商品房销售管理
办法》(征求意见稿 )不仅涵盖
了预售管理，还增加了现售管
理。市住建局开发办工作人员

李丁介绍，《办法》中鼓励房地
产开发企业进行商品房现房销
售，并明确滨城区、滨州经济开
发区、高新区、北海经济开发区
建设或房产管理机构，按照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管理部门
的要求，开展辖区内商品房销
售管理相关工作。

在商品房预售方面，相较
于此前的《滨州市城市商品房
预售管理办法》，在商品房预售
条件上有了小的变动，并增加
了两条。其中对预售商品房项
目的工程进度做了统一和明

确，提到“按提供的预售商品房
计算，投入开发建设的资金达
到工程建设总投资的百分之二
十五以上，应完成主体结构工
程的一半以上，并确定施工进
度和竣工交付日期”。此外，预
售商品房还要符合“已完成预
测绘并建立楼盘信息”、“已办
理前期物业确认手续”的条件。

在商品房预售许可方面规
定，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明，房地产开发企业和商品房
承销机构不得进行商品房预售
行为，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买受

人收取或变相收取定金、预定
款等性质的费用，不得参加任
何形式的展销活动。房地产开
发企业申请商品房预售许可提
交材料中增加“商品房预售款
监管协议”，当事人约定商品房
买卖合同的内容也增加“商品
房预售款监管账号”。商品房销
售管理部门跟踪检查和销售监
督的对象不仅是已准予商品房
预售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还包
括商品房承销机构，发现违规
问题，责令限期改正，并明确相
应条款规定实行商品房预收款

监督管理制度。
在之前的相关文件中，都会

提及发布商品房销售广告和宣
传材料时，内容必须真实、合法、
准确，不得欺骗、误导公众。在

《滨州市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中不仅提及此处，
还提到“发布商品房销售广告，
应当明示房地产开发企业名称、
商品房承销机构名称、商品房预
售许可证号或者商品房现售备
案证号。”销售场所要公开十二
项证明文件和信息。

滨惠大道获批

全长41 . 7公里

本报11月12日讯(通讯员
王静波 记者 王璐琪) 6日，
S247乐胡线惠民县城至里则镇
段改建工程(滨惠大道)取得省
发改委的立项批复。

该项目总投资约9 . 7亿元，
起自滨州市惠民县台子崔村北
S247处，在杲家南下穿济南至东
营高速公路，在大范村南跨越徒
骇河，止于滨州市黄河五路与
G220线交叉口处。路线全长约
41 . 7公里，其中新建31 . 9公里，
利用老路改建4 . 6公里，完全利
用段5 . 2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
一级路标准，路基宽度24 . 5米，
设计时速80公里/小时，桥涵设
计汽车荷载等采用公路I级。下
一步将开展初步设计和施工图
设计招标工作，力争11月底前完
成招标。

秦皇台中心学校投资近30

万元装配高标准中小学阅览室
各一个，并新购进了学生们喜欢
的各类图书，全校各班每周都能
按规定上一节阅读课，畅游在书
的海洋，孩子们非常开心。

本报记者 谭正正 本报
通讯员 侯传丽 赵长征 摄
影报道

2014届滨州高校毕业生实名制登记率达98%

““九九清清””台台账账服服务务毕毕业业生生就就业业
本报11月12日讯(通讯员

王雪峰 记者 王领娣 ) 12
日，全省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工
作座谈会在滨州召开，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厅副厅长李伯平肯
定了滨州的经验做法，号召全省
学习滨州建立的实名制“九清”
台账法。

滨州市创建并开通了高校
毕业生就业服务网和“微平台”，
并设立专门的高校毕业生就业

服务窗口，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就
业失业登记、政策咨询、职业指
导等“一站式”服务。建立实名制

“九清”(毕业学校、毕业时间、学
历专业、技能水平、就业愿望、培
训意愿、家庭情况、就业去向、联
系方式)台账，完善离校未就业
高校毕业生实名制登记制度，各
县区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多种行
之有效的方式方法建实“九清”
台账，为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提

供有效的服务。
在建实“九清台账”的基

础上，利用手机(家庭电话)、E
-ma i l、QQ号码、微博、微信、
人人网等新型传播手段，对每
一名未就业高校毕业生至少
开 展 1 次 电 话 访 问 或 家 庭 访
问，让每一名有就业愿望的高
校毕业生得到及时、便捷、有
效的服务。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2014

届滨州生源离校未就业高校
毕 业 生 实 名 制 登 记 率 已 达
9 8%，实现就业见习1 6 2 7人，
创业培训6 2 4人，今年上半年
创建了一家省级大学生创业
示范园和一家省级大学生创
业孵化示范基地。全市已有市
级大学生创业园12家、市级大
学生创业孵化基地11家，大学
生入驻创业实体数量1426家，
带动就业8380人。

博兴县厨具协会举行企业管理座谈会

专专家家建建言言献献策策助助厨厨企企度度““寒寒冬冬””

消防风采录

“爱心南瓜”
进警营

11月7日，滨州弘旭大药房
连锁店总经理张军来到滨州市
公安局消防支队，亲切慰问消防
官兵，并给官兵们送来了“爱心
南瓜”，充分体现了消防官兵与
驻地群众的鱼水情深。

(通讯员 岳兴楠)

11月11日，消防支队监督员
对银座购物广场(中央公园店)进
行消防安全检查。

消防监督员重点对广场内
消防设施是否配备齐全，电气线
路敷设是否符合要求，疏散通
道、安全出口是否畅通，消防控
制室是否符合标准化管理等方
面进行了全面的检查。监督员对
检查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整改
意见，并要求单位一定要提高认
识，加强上岗员工的四个能力培
训，增强员工的消防安全意识和
自防自救能力，同时做好日常防
火检查、巡查及消防设施的维护
保养工作。(通讯员 岳兴楠)

11月11日，经济开发区公
安分局组织召开全区旅馆业安
全管理工作会议。开发区消防
大队长刘莹就旅馆经营中需注
意 的 消 防 安 全 问 题 进 行 了 强
调。会议还组织旅馆从业人员
认真学习了《人员密集场所消
防安全管理》和《山东省公共
场所消防安全管理办法》等相
关消防法律法规。

(通讯员 岳兴楠 )

11月5日，邹平金摇篮幼儿
园200余名师生走进县消防大队
零距离接触消防，感受消防魅
力。

消防官兵为全体师生讲解
了切割机、排烟机、干粉消防车、
云梯车等各种器材装备的名称
和用途。带领着小朋友们依次参
观了接警室和班寝室。最后，随
着警报声的响起，全体幼师按照
预先设定的消防演练方案，快速
组织孩子们有序疏散。

(通讯员 岳兴楠)

孙春光教授在为会员授课。

与书为友

银座购物广场

消防安全检查
经济开发区狠抓

旅馆业消防管理

200余名师生

亲身体验消防

本报11月12日讯 (记者
舒娜 王芳 ) 1 1日，为了让
厨具协会会员在家门口接受
专业培训教育从而提高会员
企 业 管 理 知 识 、突 破 管 理 瓶
颈、实现企业长足健康发展，
博兴县厨具协会举行了企业
管理座谈会，72家会员企业共
80余人参加。

在今年经济形势错综复
杂的大环境下，如何让厨具企
业度过“寒冬”，一直是厨具协
会今年来探讨和工作的重点，
经多方协调，协会邀请到中国
管理科学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孙春光教授来为广大厨具企
业会员指点迷津。

本次座谈会运行顺畅、效
果显著，参会人员通过与专家
教授热烈的讨论，对我国经济
大环境与厨具行业面临的挑

战和机遇情况有了全面的了
解，对如何在此“寒流”下推动
企业发展、行业迈步有了更进
一步的认识。培训会上，参会
专家学者、企业代表等先后发
言，针对现实案例进行了深入
地研讨，如实了解生产和销售
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并提出解
决方案；同时围绕如何推动博
兴厨具产业可持续发展，积极
建言献策，阐明自己的观点。
参会代表除了倾听专家的讲
解，更积极表达自己的看法和
实际生产中遇到的问题。会议
气氛活跃，会员踊跃提问，专
家耐心答疑。虽然培训时间短
暂，但成效显著，达到了预期
的目的。

培训结束后会员们纷纷
表示此次座谈会学到了很多
新的知识和理念，为能在家门

口就能与专家教授面对面交
流感到满意，并表示根据所学

内容学以致用，把自己企业打
造好，确保企业稳步发展。

11月7日，北海经济开发区
消防大队隆重举行消防站落成
典礼。省总队党委常委、总工程
师姜自清，市公安局党委副书
记、副局长樊守林，区党工委副
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铁金
福，市消防支队政委毛方周等领
导以及各县区消防大队主要负
责人，北海新区各直属事业单
位、消防安全重点单位负责人和
消防大队全体官兵共计200余人
参加了仪式。

姜自清总工程师与区党工
委副书记铁金福共同为消防站
揭牌。

(通讯员 岳兴楠)

北海经济开发区

消防站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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