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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章丘丘发发放放首首张张电电子子营营业业执执照照
区市场监管局企业注册服务实现新突破

本报8月10日讯（记者 石
剑芳 通讯员 刘祥勇） 网
上提交材料、网上身份查验、网
上审查核准、网上核发执照、
网上亮照公示、网上档案存
储、网上发放电子营业执照。
3日，区市场监管局为济南宗
升车辆配件有限公司颁发了
全区首张全程电子化登记企业
营业执照。

为深化商事制度改革，进
一步推进工商登记注册便利
化，该局第一时间主动对接上
级部门和相关银行，组织相关

材料和调试营业执照办理系
统，于8月3日正式开展公司设
立登记的全程电子化业务办理
流程，这是继“三证合一”和“五
证合一”之后国家推出的又一
件商事改革便民举措。

据了解，申请人可以登录
位于济南市工商局官方网站的
网上服务平台，在线查询预先
拟定的名称字号的重复情况，
自主选择名称进行网上申报，
由窗口登记人员远程予以审
核，并在线反馈结果；名称核
准后，申请人可在网上申请企

业设立登记，实行电子签章；
登记机关在核准企业设立登
记后即自动生成电子营业执
照，保存到电子营业执照库并
同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公示，并依当事人申
请依法发放纸质营业执照或电
子营业执照，推行“零见面”的
发照模式。

据区市场监管局企业注册
局局长王志锴介绍，按照以往
的登记流程来看，办理名称核
准业务、领取《名称预先核准通
知书》以及申报合格后领取营

业执照，申请人至少需要跑三
次办事大厅。而现在从企业名
称审核到公司设立，直接网上
申报、网上受理、网上审核，相
关数据直接从外网流转至内网
的登记业务系统。申请人员无
需前往办事大厅，无需排队，无
需预约，即可办理营业执照。全
流程无介质、无纸质、电子化、
网络化，让“数据多跑路、群众
少跑腿”。

登记注册“全程电子化”
改革后，济南将存在3种营业
执照：传统的纸质营业执照、

有介质的电子营业执照和无
介质的电子营业执照，三种营
业执照可以证明企业的市场
主体身份。“电子营业执照”
可实现随身携带，这样就能满
足企业的移动办公需求。同
时，电子营业执照在政务系统
中实现身份验证、网上亮照等
功能，在各政府部门间也实现
了共享互用，做到“一个部门
发照、所有部门流转”，避免
企业反复提交纸质证明文件
或网上重复录入信息，真正减
轻企业负担。

本报8月10日讯（记者 石
剑芳 实习生 张晓璐） 8月
1日，文祖街道召开“博爱扶贫
基金”成立仪式。记者获悉，该
基金由文祖街道党工委、办事
处研究设立，该基金主要由产
业扶贫项目的收益、募集的社
会爱心资金以及其他多渠道筹
集的资金组成，用于建档立卡
贫困户及贫困村的公益事业、
困难群众和弱势群体的救助以
及村公益事业等，该基金目前
已筹集80万。

据了解，文祖街道地处章
丘区丘陵地带，总面积120平方
公里，总人口4 . 3万人，全办有
贫困村13个。原有建档立卡贫
困户2600户，5875人，清退贫困
户1210户，3060人。2016年已脱
贫贫困村5个，贫困户785户，
1557人；2017年未脱贫贫困户
280户，582人。

为进一步支持贫困村发
展，加快改善建档立卡农村贫
困人口生活条件，实现精准扶
贫，全面打赢文祖街道脱贫攻
坚战，该基金以“聚集社会爱心
力量、整合扶贫项目收益、精准
发力脱贫攻坚”为模式，以建立
贫困人口动态化管理的扶贫长
效机制为根本目的，为脱贫攻
坚的资源整合搭建起一个有效
的平台。

为确保扶贫基金的每一分

钱都用在需要帮助的贫困群众
身上，在基金管理上，以村级为
主体，实行专门科目管理记账，
确保全管理科目的规范性、完
整性，按照村级五步议事法和
资金需求，预审批制度进行。同
时，实行年终审计制度，由财监
会、企业家理事会进行监管，确
保扶贫基金使用效率。

在基金的使用上，按照村
级提议、镇街审核、群众同意的
原则组织实施。推行孝德扶贫，
对部分贫困户实施子女赡养帮
扶和村集体收益总和的40%实
施帮扶。由60岁以上老人的子

女每月交给村孝德扶贫协会
100元养老金，村里每月拨付给
每个老人13元的孝德扶贫基
金，每月按时发放到老人手里
113元，全村60岁以上老人将因
此受惠。开展产业扶贫，培育主
导产业，增强造血功能。根据各
村特色产业开展特色项目，带
动贫困户创业增收。

据了解，文祖街道将坚持
档案整理和产业脱贫两手抓，
进一步清查底数、梳理贫困户需
求，创新丰富扶贫措施，借助“博
爱基金”的科学使用，确保2017
年底实现全部脱贫的目标。

本报8月10日讯（通讯员
曹延刚 魏方彬） 近日，区教
体局接到几起举报，均反映个
别学校在职教师在民办培训机
构兼职上课，进行有偿辅导问
题。区教体局随即组成调查组，
对相关民办培训机构进行了突
击检查。经查实确定，9名在职
教师存在举报反映的相关问
题。

据了解，章丘五中教师李
某于今年7月上旬到某培训机构
兼职上课，进行有偿辅导，区教
体局按照规定给予其行政警告，
一年内不得参与评优和评审高
一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处分。

区教体局将通报发布在局
官网上，要求所辖各单位认真
学习，引以为戒。但是，个别在
职教师仍未引起高度重视，继
续在民办培训机构兼职上课、

进行有偿辅导。教体局又查实
了后营学校教师吉某、白云湖
中学教师陈某、绣江中学教师
陈某、章丘中学教师王某在某
培训机构兼职上课、有偿辅导
的情况。

针对以上教师行为，区教
体局进一步加大处罚力度，按
照规定给予吉某等4人行政警
告处分，一年内不得参与评优
和评审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资
格，并没收相关费用，扣发当年
绩效工资。

在调查中，区教体局还发
现个别教师于今年6月15日之
前到某培训机构兼职上课，进
行有偿辅导，如绣惠中学教师
徐某，章丘一中教师杨某，章丘
中学教师宋某、孟某。区教体局
按照规定一并对其进行了处
罚，给予徐某等4人全区通报批

评处分，责令其写出深刻检查，
并没收相关费用。同时，区教体
局按照规定给予了章丘五中、
章丘中学、后营学校、绣江中
学、白云湖中学5单位全区通报
批评。

“我们将继续铁腕治理在
职教师有偿辅导问题，进一步
完善化解机制，落实好疏堵结
合的具体举措。近期，章丘各高
中毕业班将本着学生自愿、教
师义务辅导原则开放校园。”据
区教体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章
丘将逐步推行校园周末开放
日、寒暑假开放校园等模式，为
学生自主学习提供场所，鼓励
学校利用网络、自媒体等建立
辅导平台，鼓励在职教师通过
多种形式和途径进行义务辅
导，满足学生课后答疑解难、辅
导补习的需要。

本报8月10日讯（通讯员
王峰） 8月8日上午，由区

住建委牵头，联合章丘区环境
突出问题集中整治第八组其
他成员单位区执法局、渣土
办，对中电建核电地产新项目
土石方作业进行联合检查。

经查，该项目存在大面积
裸露土地未覆盖，未及时使用
喷淋系统洒水降尘致使现场
扬尘严重，联合巡查组现场对
该工地下达了责令限期整改

违法行为通知书，要求施工单
位立即停止施工，必须配备相
关扬尘整治措施并经监管单
位复查通过后方可复工。

同时，联合检查组将该施
工单位违法行为移交执法局
及时进行行政处罚。针对这一
问题，区住建委将会及时跟
进，不定期对该项目扬尘整治
落实情况进行“回头看”，确保
其扬尘整治达标，现场防治有
序。

本报8月10日讯（记者
石剑芳 实习生 张晓璐
通讯员 荀哲） 为维护电动
车市场经营秩序，切实保护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近日，章丘
区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电动
三轮、四轮车（俗称“老年代步
车”）“回头看”行动。

章丘区市场监管局在对
主城区电动车经营业户进行
现场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向
经营业户讲明“老年代步车”
存在的安全隐患和相关法律
法规，引导其守法经营；依法
核查经营者进货查验制度履
行情况，从源头上杜绝不具备
上路行驶安全技术条件的“老

年代步车”流向市场和消费者
手中。

经检查，现场未发现销售
不符合上路行驶安全技术条
件的电动三轮、四轮车的情
况 ,销售业户现场表态，坚决
不销售不具备上路行驶安全
技术条件的电动三轮、四轮
车，维护市场经营秩序。

下一步，章丘区市场监管
局将在开展日常工作和其他
专项整治行动的同时，加大对

“老年代步车”经营业户的监
管力度，进一步落实属地管理
原则，实行网格化实名制监
管，建立长效监管机制，防止
问题反弹。

本报8月10日讯（通讯员
董家桥） 近日，在汇泉路与百
脉泉街、绣水大街等交叉路口，
来自区环卫中心的4名保洁人
员，变身“交通文明志愿者”，手
执小红旗，与交警一起维持秩
序、疏导交通，营造文明和谐、
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据悉，由于执勤路口行人
较多、车流量较大，志愿者们每
日早高峰、晚高峰两次执勤。在

前期的集中培训和现场讲解
后，志愿者分散在各执勤点，主
要对行人闯红灯、非机动车占
道、压线停车等违规行为进行
劝阻，配合交警一起维护交通
秩序，劝导文明出行。在他们的
努力下，执勤路段行人、车辆秩
序井然，道路通畅。“一天工作
下来，大部分市民比较配合我
们的工作，我感觉很有成就
感。”志愿者苗庆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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