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郓郓城城多多措措并并举举推推进进全全民民大大创创业业
今年上半年新增创业孵化园一处，小额担保贷款完成3400万元

本报讯(通讯员 郑红梅)

今年以来，郓城县狠抓干部作风

建设，建设了全县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纠正“四风”随手拍微

信平台。把镜头对准干部，把话筒

交给群众，群众发现问题可直接

上平台传输举报，同时对查处的

问题通过微信平台及时公开曝

光，借舆论监督之力促进干部作

风明显改进。

郓城县纪委在落实党风廉政

建设监督责任上态度鲜明，行动

坚决，将“随手拍微信平台”作为

转变干部作风的重要媒介，坚持

不打招呼、不事先通知等原则，专

门成立八个检查组对干部作风进

行监督检查，逐步形成明察暗访、

问题曝光、查处问责、整改落实的

作风监督检查工作模式。

据统计，今年以来，郓城县共

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精神案件直接

责任人26人，其中党政纪处分19
人,批评教育7人；加大对庸、懒、

散等行为的查处力度，共批评教

育81人，问责16人，党政纪处分20
人；处理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

不担当责任人16人，其中党政纪

处分3人，责令辞职2人，诫勉7人，

通报批评4人。

随手拍微信平台

倒逼干部转作风

本报讯(通讯员 李英 李
晓龙 记者 崔如坤) 今年以
来，郓城县通过创新机制，大力
实施精细服务，落实各项优惠政
策，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全力促
进全民创业蓬勃发展。2015年上
半年，郓城县举行创业培训760
人次，各类职业技能培训3640人
次，小额担保贷款完成3400万
元，新增创业孵化园一处、高校
毕业生就业见习基地3处。

在工作中，郓城县全面落实
创业扶持政策，降低创业准入门

槛，开辟创业绿色通道，完善“三
级就业创业服务体系”。设立创
业实训基地，成立创业指导团，
培养造就勇于创业的人才队伍；
每年搜集、筛选60个优质创业项
目，加强创业项目的开发、评估、
推介和指导；设立创业扶持基
金，启动规模不低于1000万，用
于创业培训补贴、扶持奖补、创
业担保贷款等。

同时，郓城县整合全县职业
教育培训资源，积极筹建鲁西南
区域示范性职业教育基地，以市

场需求为导向，开设创业类课
程，提升创业能力。郓城县还大
力发展电子商务等特色培训，利
用淘宝大学在该县设立培养基
地的机遇，开设“点亮淘宝路”

“网商特训营”“电商精英”等培
训课程，计划三年内培训万名现
代化电商人才。

该县强化与财政、经信、科
技、市场监管、税务等部门联动，
着力完善新常态下的创业政策。
制定创业培训补贴、创业扶持资
金、项目审批、营业执照办理、税

费减免、担保贷款、创业项目开
发、房租和创业场地补贴等的创
业扶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各类创
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额度提高
到10万元，企业贷款提高到300
万。实施“创业助推1+3行动”“大
学生创业引领计划”和“离校未
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计
划”，提高创业成功率。

郓城还通过举办创业大讲
堂、创业论坛，邀请专家学者、成
功人士来郓宣讲创业政策、创业
理论和创业经验，加强政策解

读，分享前沿运营模式和思路。
该县在齐鲁晚报今日郓城开辟

《全民创业》专栏，采取专题专
访、系列采访、深度报道等形式，
多渠道、宽领域深入报道创业政
策、创业经验等，形成强大舆论
导向和舆论声势，引导带动广大
群众积极参与全民创业。

另外，郓城县设立了“县长
创业奖”，给予优秀创业者5万元
奖励，每年评选十佳网络创业先
锋、十佳创业网店，分别给予1万
元的奖励。

本报讯(通讯员 董厚乐)

暑期是特种设备事故易发高发

时段,为确保全县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郓城市场监管局持续

加强辖区内特种设备安全监管，

努力确保特种设备安全运行。

该局提前做好预防。通过召

开特种设备使用企业负责人工

作会议，传达部署关于暑期加强

特种设备运行安全的监督检查

精神，做到精神早知道，要求早

掌握，工作早安排。

加强专项整治。全面部署上

级机关要求的专项整治，执法人

员深入生产企业、娱乐场所、商

场等特种设备使用密集区对所

有特种设备使用单位进行监督

检查。及时了解设备的运行情

况、定期检验情况、作业人员持

证上岗情况、安全管理制度落实

情况等方面的内容，并督促企业

进行自我事故隐患排查。

开展隐患排查。针对该县特

种设备使用及分布特点，特别加

强了使用范围较广的锅炉、压力

容器、气瓶等特种设备的安全检

查和隐患排查，督促主体责任人

加强设备的维护检查，有效发

现、处理、整改存在的问题，完善

应急预案和措施。

郓城县市场监管局

强化特种设备监管

本报讯(通讯员 李继祥
记者 崔如坤) 为进一步强化
环境执法，严厉打击环境违法
行为，保障群众环境权益，日
前，郓城县拟对七类违法企业
全面实行环境监察“黑名单”制
度。

一是污染防治设施擅自停
运(空转)，污染物未经处理直接
排放的；二是私设暗道偷排废
水的；三是违法超标2次及以上
的或排放污染物超标一倍及以
上的；四是因管理不善，造成

重、特大污染事故的；五是逾期
未完成省、市政府下达的限期
治理任务超标排污的；六是建
设项目未经审批擅自建设的或
未按环评批复文件建设，擅自
改变场地、规模、工艺的；七是
建设项目未经同意擅自试运行
或试运行期间超标排污的。

据介绍，“黑名单”制度的
实施，必将有力震慑环境违法
行为，督促企业严格遵守环境
保护法律法规，加强环境风险
管 理 ，全 面 履 行 环 保 主 体 责

任。
同时，为营造环境保护浓

厚氛围，增强公众支持环保、
参与环保的积极性，郓城县在
高速、国、省干道两侧、重点乡
镇、村庄、企业、道路等社会公
众区域通过喷涂或粉刷墙面
环保宣传标语等形式开展环
保宣传。

宣传墙包括污染减排、农
村环境整治、大气治理等板块
内容外，还包括节约用电、文明
礼让、适度点餐、杜绝酒驾等板

块的文明守法主题，用漫画人
物、宣传标语、格言警句等形式
图文并茂的向群众传递环保节
能小窍门、爱护环境从点滴做
起等信息，形式寓教于乐，内容
贴近生活、语言生动形象。

据了解，通过制作环保文
化墙，占领环境文化宣传阵地，
在潜移默化中教育提醒群众要
养成低碳、绿色、环保的生活理
念，督促群众不断提高节能减
排的自觉性、主动性和责任感，
在全县营造良好的社会风尚。

企企业业环环境境违违法法将将上上黑黑名名单单
郓城拟对七类违法企业设立环境监管黑名单制度

本报讯(通讯员 张友申
张修敏 记者 崔如坤) “有
了微信预约查询平台，以后了
解检察工作就方便多了。”近
日，山东天清律师事务所律师
魏宝生，指着郓城县检察院开
通的微信预约案件查询系统
说。他告诉记者 :“以前，从开
始申请阅卷到真正看到卷宗，
少说也要跑两三趟。现在郓城
县检察院案管中心开通了微
信预约查询系统平台，一次就
能搞定，省时、省力、省钱。”

据了解，“郓城案管微信
平台”自今年7月1日起正式开
通，主要负责办理律师提出的
案件信息查询、阅卷申请、要
求听取意见、递交相关书面材
料等预约业务。该院案件管理
部门24小时实行微信网上“挂
号”，并安排专人负责接待，第
一时间对律师提出的预约事
项进行登记并协调落实接待
时间。除特殊原因外，一般在1
个工作日内，就通过微信平台
或者手机短信答复进行预约

的律师。而在此之前，完成同
样预约，律师须在工作时间来
人、来电或来函，经两三个回
合 才 能 完 成 。这 一 平 台 的 运
行 ，不 仅 提 高 了 律 师 阅 卷 效
率，而且减少了律师车马劳顿
之苦。

为提高微信平台的知晓
率和使用率，该院专门印制了
有微信二维码的卡片，发放给
来案管中心办理业务的律师，
并通过县司法局、律师协会和
该院的各种宣传平台进行宣

传。仅10多天时间，该院就受
理1 9件律师通过微信平台提
出的预约，及时回复16件。

“推出微信接待平台，是
该院借助网络公共资源，提高
律师接待效率的一项举措。”
该院检察长逯其彦告诉记者，
下一步，他们将研发集律师预
约、查询等功能为一体的网络
信息平台，实现24小时全天在
线预约申请，更加方便律师参
与诉讼，更好地保障律师执业
权利。

律律师师查查询询阅阅卷卷有有了了““快快车车道道””
郓城县检察院微信预约让律师查询阅卷一次搞定

D02 关注 2015年7月29日 星期三 编辑：崔如坤 组版：赵燕梅 今 日 郓 城>>>>

郓城县人社局
推进全民创业

近日，郓城县人社局就业促进办负责人李红兵来到该县大学生就业孵化基地，为企
业和商户讲解创业知识和相关政策，为他们二次创业出谋划策。据悉，今年以来，郓城县
人社局大力实施精细服务，推动全民创业，加大了创业人才培训、创业项目、创业融资服
务力度；设立500万元的创业扶持基金，大力发展特色培训；鼓励高校毕业生、外来人员、
返乡农民工等群体创业。通讯员 李英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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