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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9日讯(记者 郗运
红) 本报吉祥物征名活动开始
以来，受到热心市民读者的积极
参与，截至6月9日已有200多名
读者为吉祥物起名字。现将吉祥
物名称根据网友投票及活动小
组办公室邀请有关专家评筛选
出30个名称，进行最终微信人气
投票阶段。

在为吉祥物征名活动中，不
仅有来自青岛、济南、潍坊、东
营、河北、湖南、湖北、广东等全
国各地的网友积极加入，也有市
民读者拨打本报热线积极参与，
更有的读者亲自跑到本报编辑
部现场报名参加，其中还包括一
名近八旬的老人。目前，本报为
吉祥物征名活动已经进入微信

人气投票阶段，现将征集筛选出
的30个吉祥物名称公布如下：

“杉杉”、“滨仔”、“旋风滨”、
“旋风小子”、“小滨”“锐语滨哥”
“滨腾”“滨宝”、“萌齐齐”、“洋
洋”、“小滨侠”、“滨郎”、“大滨”、

“旋旋”、“旺旺滨”、“笔墨战士”、
“滨鲁小子”、“媒娃”、“城市报
哥”、“鲁旋儿”、“滨州小子”、“报

娃”、“黄河滨哥”、“齐仔哥”、“滨
海仔仔”、“阅滨仔”、“小滨哥”、

“齐鲁星”“滨滨”、“大滨哥”。
在6月10日—6月17日期间，

本报将征集筛选出30个名称,在
官方微信上设立微信人气投票
模式。吉祥物的名称将根据网友
投票数量及专家审评后确定，于
6月20日公布最终结果。

市人社局通过“四公开”“三亮明”实现政务全面公开

窗窗口口单单位位提提供供服服务务要要亮亮明明身身份份
本报6月9日讯(通讯员 王

玮 记者 王领娣) 5日下午，
滨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副调研员周立民参加“阳光政
务·十年辉煌”主题访谈，人社局
作为重要的民生部门，肩负着保
障和改善民生的工作职责，通过

“四公开”、“三亮明”等服务指示
牌实现了政务全面公开。

滨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服务大厅是滨州市重要的
民生服务窗口，现有两层办事
大厅一个，含1个招聘区，12个
窗口单位，30个业务经办窗口，
70余名干部职工，日接待量在
1000人以上。

人社部门处于服务人民群
众第一线，与民生直接相关，与
民心直接相连。“通过‘四公
开’、‘三亮明’等服务指示牌实

现了政务全面公开。”周立民
说，“四公开”即办事程序公开、
办事依据公开、办事时限公开、
办事结果公开；“三亮明”即窗
口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提供服务
要亮明身份、亮明承诺、亮明标
准；通过明白纸、流程图、政策
夹、一本通等实现了业务流程
科学规范。

周立民介绍，在黄河四路，
渤海十六、十七路中段，市人社
局一楼招聘大厅，除节假日外，
每周二、周六都有常规的招聘
会。“我们还有专属的滨州人才
网，注册和发布招聘求职信息
都 是 免 费 的 ，网 址 是
www.bzrc.cn，敬请关注。”

对于国家新出台的《关于
进一步加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
管理服务工作的通知》，一位网

友咨询：“我只交到2013年，档
案费是否不用再交了？”周立民
回答：“根据规定，从2015年开
始相关档案费用停收，涉及之

前的费用从目前来看还是需要
补交，相关政策可联系流动人
员人事档案保管部门，电话：
3362725。”

滨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调研员周立民。

济南海关驻滨州办事处党组成员、副主任郭云涛网谈“阳光政务”

足足不不出出户户就就能能““海海淘淘””购购全全球球
本报6月9日讯(通讯员 王

玮 记者 王晓霜) 济南海关
驻滨州办事处党组成员、副主
任郭云涛介绍，今年1季度，滨
州市外贸进出口总值为112 . 6
亿元，居全省第9位，同比增长
15 . 1%，增速全省第一，实现
“开门红”。

“今年以来，海关推出了一
系列改革措施，服务企业快速通
关。”郭云涛介绍，滨州海关继续
深化通关无纸化改革，取消了报
关单手填联等随附单证，扩大了
无纸化适用范围，取消了企业注
册登记、外发加工审批等4项行
政审批事项。同时实施关检合作

“三个一”，企业只需“一次录
入”，海关和检验检疫部门即可
同时收到申报信息，对同一批货
物需要实施查验的，双面联合

“一次查验”。
很多市民尤其是当妈妈的

市民对从国外邮寄奶粉格外关
注。郭云涛介绍，对于邮寄进口
奶粉，海关有相关规定，个人通
过行邮渠道购买进口奶粉，寄
自港、澳、台地区的物品，每次
限值为800元人民币；寄自其它
国家和地区的物品，每次限值
为1000元人民币。“目前，一桶
奶粉约200-300元，因此，允许4
桶左右。对规定限值以内的，收
件人按规定缴纳税费，海关查
验后放行。目前，奶粉的关税是
10%。对超出规定限值的，应办
理退运手续或者按照货物规定
办理通关手续。

郭云涛介绍，今年4月20日，
济南海关正式启用了对外服务
平台一期工程。该平台拥有个人

邮件办理、在线咨询、企业查询
等10项服务。其中，个人邮件办
理模块，在全国率先实现了个人
邮件网上办理服务。对于喜欢

“海淘”的市民来说，以前必须本

人到济南办理清关手续，现在通
过这个平台，市民可足不出户办
理个人国际邮件通关业务。对于
需要缴纳关税的物品，委托邮政
部门代理就行。

济南海关驻滨州办事处党组成员、副主任郭云涛。

首届城际国跳赛
滨州获团体金牌

本报6月9日讯 (记者 谭正
正 通讯员 杜朝霞 ) 7日，
2015年山东省首届城际国际跳棋
对抗赛在淄博市张店区东方双语
学校落下帷幕。经过激烈角逐，滨
州队获团体一等奖。

此次比赛吸引了来自滨州、
济南、东营、淄博、青岛的106名棋
手。经过7轮激烈争夺，最终滨洲
国际象棋学校代表队斩获64格国
际跳棋的团体一等奖，王浩洋、邱
家豪、张云舒等获个人一等奖。本
次比赛旨在促进棋艺的交流和提
高，增加城市间的对抗性，使比赛
更有争夺性。据悉下届城际对抗
赛将在青岛举行。

阳信新增六处
固定测速路段

本报6月9日讯 (记者 杜雅
楠 通讯员 郑慧 陈德泽) 8
日，记者在阳信县交警大队了解
到，为有效遏制车辆超速行驶交
通违法行为，确保道路交通安
全，预防道路交通事故发生，阳
信县公安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
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公
安部第105号令)等有关法规，自
2015年6月18日起，新增六处固
定测速路段，对机动车行驶速度
进行测速。

这些路段分别是：工业八路
700米处车道一二(抱王庄)，限速
60公里/小时；S315省道92公里+
500米处卡口(永馆路)限速70公
里/小时；S316省道107公里+300
米处卡口，限速60公里/小时；
S246省道26公里+800米处车道
一，限速70公里/小时；S247省道
23公里+450米处车道一限速60
公里/小时；S247省道16公里+
350米处卡口，限速70公里/小时。

全市文化资源调查调研会议召开

两两个个月月摸摸清清全全市市文文化化资资源源
本报6月9日讯 (通讯员 郭庆利

杨健 记者 郗运红 ) 9日，全市
文化资源调查调研工作会议召开，滨
州市文联自6月9日至8月9日期间，将
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文化资源调
查、调研工作，对全市的文化资源家底
情况进行摸底考察、走访。

调查内容包括物质文化资源类、
非物质文化资源类、历史文化名人类、
滨州故事类、文化机构和团体(文联和
协会建设)类、文化产业园区和项目建
设类六大部分。

会上，市文联副主席蔡向东宣读
市文联《关于开展全市文化资源调查
调研工作会议的通知》。市文联将成立
全市文化资源调查小组，负责统筹指
导和组织工作，要求市直有关单位及
各县区、各文艺家协会组织调查人员

要深入到市、县、机关和乡镇、村庄，
通过实地考察、走访、座谈相结合的形
式开展调查，形成报表和调研报告。要
求调查人员如实填写信息，收集相关
资料，掌握真实情况，全面摸清市文化
资源情况，将调查分表格和调查报告
进行汇总，形成综合调研报告。

市文联主席李象润说，对摸清全
市文化资源调查工作，让文化资源得
到一定的传承、保护和部分合理利用
的作用，希望相关工作人员广泛收集
基础上，科学规范文化资源，依据国家
有关法律政策，向国家资源管理特点
和学术成果积极借鉴外地的管理方
式。新发现的文化资源和原来已经存
入档案的文化资源进行加工整理，达
到保护文化资源的目的。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博兴县支行不慎遗失空白单

位 定 期 存 款 存 单 一 张 ，号 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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