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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政府网站建设精细化水平，第一时间发布政府重要会议、活动及政策

滨滨州州将将打打造造2244小小时时网网上上政政府府
本报5月14日讯(通讯员 李

成武 记者 王晓霜) 14日，滨
州市政府网站信息内容建设工
作会议召开，记者从会上了解
到，滨州将提高政府网站建设精
细化水平，及时准确发布信息，
第一时间发布政府重要会议、重
要活动、重大政策信息，打造24
小时不关门的网上政府。同时，
今年要重点推进政务服务平台
建设，建成联通省直各部门、各
直属机构的省级网上政务大厅，
10月份试运行，年底前正式开
通。

政府网站是打造法治政府、

阳光政府的新载体。建设法治政
府，很重要的就是把权力运行放
到网上去、放到群众的视野中。
只要权力清单在网上公开、用权
过程在网上运行、权力足迹全程
留痕，就能够规范权力运行，压
缩权力寻租空间，从源头上预防
和减少腐败发生。目前，滨州市
初步形成了数量大、分布广的政
府网站体系。全市上报乡镇以上
政府及其部门网站共有169个，
市、县两级政府及市直部门基本
上都建立了网站,有50%以上的
县级部门和乡镇政府、街道办事
处也设立了网站。

下一步，滨州市将努力提高
政府网站建设精细化水平，及时
准确发布信息、加强与群众互动
交流、提高便民服务水平、统一
规范网站设置、制定网站建设标
准、提升集约化发展水平。滨州
市政府网站都要建立完善信息
发布机制,制定和完善信息发布
内容清单,明确日常发布、定期发
布和随时发布的类别时限和主
体,确保每周都有一定的信息发
布量,保证信息及时更新。要在第
一时间发布政府重要会议、重要
活动、重大政策信息,使政府网站
真正成为权威声音的“发布厅”，

群众了解政府的“直播间”。搭建
倾听民声、汇聚民智的交流平台,
畅通群众网上意见表达渠道，把
网上的批判质疑逐步转变为献
智献策。用2年左右的时间基本
完成全市各级各类政府网站的
规范工作,重点推动政府部门内
部网站整合,推行县级以下政府
网站集中管理。

今年要重点推进外网政务
数据中心和便民服务平台建设，
完善人口、法人、地理信息、宏观
经济四大基础数据库与交换平
台建设。推进政务服务平台建
设，目的是建立集行政权力运

行、政务公开、便民服务、法制监
督、效能监察等功能“五位一体”
的综合服务平台。今年要建成联
通省直各部门、各直属机构的省
级网上政务大厅,将省级行政审
批事项全部纳入大厅管理,10月
份试运行,年底前正式开通。明年
要完成省市县网上政务大厅三
级互联,基本实现全省行政权力

“一张网”运行。另外，要在2017
年之前,推动部门内部网站整合,
实行县以下网站的集中管理，并
在在3-5年时间内逐步将省以下
各级各类政府网站纳入统一技
术平台运行。

滨滨院院住住建建共共建建岗岗位位培培训训基基地地
为全市建筑业岗位培训、技能提升提供支持

本报5月14日讯(记者 谭
正正 阚乐乐 通讯员 王丕
琢 林立华) 14日下午，在滨
州学院学苑会堂，滨州学院和
市住建局举行校政产学研合作
教育项目签约暨“滨州市建筑
业关键岗位培训基地”和“滨州
市建筑职业技能岗位鉴定站”
揭牌仪式，为做大做强滨州建
筑业做出努力。

滨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党委书记、局长佘洪烈说，当
前，滨州市建筑业发展还存在
一些问题，特别是人才匮乏、科
技创新能力较弱等成为制约建
筑业进一步做大做强的因素之
一。通过建立滨州市建筑业关
键岗位培训基地，与滨州学院
建筑系签署校企产学研合作教
育项目书，充分利用滨州学院
的优质教师资源为全市建筑业
岗位培训、技能提升提供支持，
实现优势互补，促进毕业生提
高建筑职业技能水平，加快应
用型人才培养。同时，加强与建
筑系的科技合作，发挥各自优
势，增强建筑业的科技创新能
力，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
力的步伐，为做大做强滨州建
筑业做出应有贡献。

滨州学院党委副书记刘文
烈说，随着学校办学实力的提升
和服务地方工作的展开，迫切需
要进一步加强与政府、企业等社
会各方面的深入合作。滨州学院
建筑工程系一直以来积极开展
服务地方工作，有团队、有师资、
有经验，产出了滨州中海景区规

划、滨州市三维城市规划管理信
息系统数据制作补测和更新维
护等一批标志性成果，为美丽滨
州、生态滨州、科技滨州建设做
出了贡献。此次与住建局签订

“校政产学研合作教育项目书”，
双方共建培训基地，为学校开展
建筑业技能培训和职业技能岗

位鉴定工作提供了机遇，为建筑
工程类学生提升实践能力搭建
了平台，为学校和政府加强交
流、优势互补架起了桥梁。双方
的合作必将为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和推进学校以航空为主要特
色的应用型大学建设增添新的
动力。

省粮食科技活动周暨滨州粮食安全宣传在滨启动

来来影影剧剧院院广广场场免免费费领领食食品品啦啦

滨院副书记刘文烈(左)与市住建局党委委员、调研员马光辉(右)共同为滨州市建筑职业技能岗位鉴
定站揭牌。 本报记者 谭正正 摄

本报5月14日讯(通讯员
董观利 陈有信 蔺云怡 记
者 李运恒) 记者在滨州市粮
食局获悉，2015山东省粮食科
技活动周暨滨州市粮食安全系
列宣传启动仪式15日在滨州启
动，活动周时间为2015年5月16
日—24日，活动主题为“爱粮节
粮，健康消费——— 粮食科普进
家庭进学校”，活动现场市民还

可以免费获赠、试吃特色食品。
2015山东省粮食科技活动

周暨滨州市粮食安全系列宣传
活动将于15日上午9时在滨州
市影剧院广场正式启动。活动
将集中围绕消费环节促进节粮
减损，从更大规模、更广范围和
更高层次上深入推进粮食科普
宣传活动。活动以动员全社会
积极参与节粮减损为重点，普

及爱粮节粮、膳食平衡、合理营
养、科学消费等理念和知识，引
导每个家庭成员树立节俭养德
意识、营养健康意识，从我做
起，从现在做起，让国人吃得更
科学、身体更健康。充分发挥粮
油科技创新成果在增强国民营
养健康、体质素质，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服务改善民生等方面
的重要作用。

活动现场，参与活动的市
民还可以免费获得食品企业的
特色产品，其中包括托福食品
提供的托福馒头400份，托福酥
饼500份；泰裕麦业提供了部分
速冻馅饼市民可以试吃；西王
集团提供的西王玉米胚芽油
100份；三星集团提供的长寿花
金胚玉米油200份；石磨面粉
200份；姬家花园花生油100份。

中国青少年艺术英才推选活动滨州赛区报名启动

有有才才艺艺的的青青少少年年快快来来报报名名吧吧
本报5月14日讯(通讯员

马振棣 记者 郗运红 ) 山
东省少工委、山东省青少年宫
协会联合举办的第十二届“星
星火炬”中国青少年艺术英才
推选活动滨州赛区报名正式
启动。据悉，该活动接受全市
青少年个人、学校、培训机构
等各类方式报名。

活动分为学前组4—6周

岁、小学A组1—2年级、小学B
组3—4年级、小学C组5—6年
级、初中组1—3年级、高中组
1—3年级和青年组19—35周
岁七个组别进行比赛。

比赛项目分为五大类别，
声乐类包含独唱、重唱、对唱、
合唱等(不分唱法)比赛内容，
高中组和青年组还设置声乐
分民族、美声、通俗声乐赛。舞

蹈类分为中外古典舞、民族
舞、现代舞等舞种(独舞、双人
舞、集体舞)。民族器乐分弹拨
类、弦乐类、管乐类、打击类。
西洋器乐又分为键盘类、弦乐
类、管乐类、打击乐。比赛还设
表演类朗诵、主持人、讲故事、
小品等比赛内容。

比赛由各县区团委负责
组织县区初赛，团市委负责组

织市级复赛，全市各地青少年
儿童均可本着自愿的原则，按
照相应组别、项目报名参加活
动。县级报名和初赛工作5月
20日前完成，进入市级复赛的
县区选手于5月23日、5月24日
在滨州市黄河十二路820号市
民活动中心二楼参赛，市级复
赛晋级选手可参加省级复赛。

1-4月出口东盟企业

关税减免70多万美元

本报5月14日讯(通讯员 魏
纪滨 王超 记者 李运恒 )

根据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
降税安排，自2015年起，老挝、柬
埔寨、缅甸、越南等4个东盟新成
员国开始对90%的中国产品实
施零关税。今年1-4月，滨州输往
4国货物的中国—东盟自贸协定
原产地证书149份，企业享受关
税减免达74 . 35万美元。

1-4月，滨州企业通过申办
相关原产地证书获取关税优惠
的热情高涨，滨州检验检疫局共
签发输往上述4国货物的中国—
东盟自贸协定原产地证书1 4 9
份，签证金额1487万美元，同比
分别增长34 . 23%、20 . 21%，企业
享受关税减免达74 . 35万美元。
其中，对柬埔寨签证量在去年同
期为0的情况下实现突破，签证
货值超过100万美元。

老挝、柬埔寨、缅甸、越南新
增 零 关 税 的 税 目 号 分 别 达 到
9669项、5928项、5099项、3691
项，涵盖机械产品和零配件、糖
类产品、纺织材料和纺织品等产
品。为助力企业充分享受东盟最
新原产地优惠政策红利，滨州检
验检疫局发挥职能优势，多举措
加强帮扶引导，组织开展对东盟
发布经济政策和降税安排等的
研究工作，加大宣传力度，确保
企业及时了解最新关税优惠。

同时，检验检疫部门建议企
业要实施“走出去”战略，充分利
用老挝、柬埔寨、缅甸享受欧盟
普惠制待遇国家，成品在获得当
地原产地资格后可以零关税进
入欧盟市场，出口企业可加大在
老挝、柬埔寨、缅甸等发展中国
家的投资建厂力度，通过进一步
加工后再出口到欧盟和其他普
惠制给惠国，间接享受欧盟普惠
制等优惠政策。

整治占道保畅通

14日，针对占路经营的商贩，
滨城区公路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耐
心劝导，并帮助将占路物品搬回
商店。今年5月份是全国首个“路
政宣传月”，滨城区公路管理局工
作人员走上街头宣传法律法规，
整治村镇脏乱差和违法占路经营
等违法行为。

本报记者 王璐琪
本报通讯员 鲍树建 闫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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