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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县市市民民服服务务中中心心建建设设PPPPPP项项目目签签约约

县县市市场场监监管管局局打打造造品品牌牌廉廉洁洁文文化化

本报1月3日讯 (通讯员 李
敏) 近日，记者从县市场监管局
了解到，为打造品牌廉洁文化，该
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扎牢权力
的笼子，保证依法行政。

该局专门成立了推进廉政文
化建设领导小组，制定了详细的
实施方案，把廉政文化建设纳入
市场监管整体规划；立足工作实
际，健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制、行政执法反馈和回访制、学习
制度、述职述廉等各项制度；严格

“一岗双责”责任落实，局主要领
导与分管领导、分管领导和分管
部门的负责人之间层层签订党风
廉政建设责任书，不断细化监管
任务措施。

该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全

局开展以“认岗明责亮身份，服务
发展做先锋”为主题的争创“党员
先锋岗”、“党员先锋科室”活动，
通过召开座谈会、读书会、设置廉
政屏保、开通“廉政专栏”等形式，
将廉政文化渗透到市场监管工
作、生活的每一个环节。

通过人员、机构、职能的整
合，加强基层监管执法力量，在

“宽进严管”的市场监管改革框架
指导下，基层所建立了“一体化、
全覆盖、全过程”的市场监管体
系，避免了以前各科室单位间的
越 位 、缺 位 现 象 。将 原 工 商

“12315”、质监“12365”投诉举报
“二合一”，成立消费者投诉举报
中心，方便群众维权的同时，接受
社会广泛监督。

商商河河县县特特种种设设备备定定检检率率达达110000%%

本报1月3日讯 (通讯员 程
云海) 为进一步加强特种设备
管理，切实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县市场监管局积极采取多种
措施确保特种设备安全平稳运
行，并在全市率先实现特种设备
定检率达到100%。

该局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
主”的方针，高度重视特种设备安
全检查工作，多次召开专题研讨会
安排部署此项工作，同时，将提高
定检率纳入日常工作考核，确保全
县特种设备定检率持续提高。

加大执法力度的同时，相关
科室还强化对特种设备管理人员
的培训，进一步增强企业安全意
识，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2017年累计参训人员达300余人
次。

“安排专人负责操作维护山
东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系
统，并借助该系统及时获取即将
到期设备及相关企业信息，通过

‘三步催检法’催检，即微信、电话、
现场下达指令书通知使用单位及
时报检。”该局相关负责人说。

商商河河县县物物价价局局助助力力精精准准扶扶贫贫

本报1月3日讯 (通讯员 刘
磊) 近日，记者从商河县物价
局了解到，通过1年努力，该局
精准扶贫联系点之一的龙桑寺
西刘木村取得了长足发展，受
到村民欢迎。

物价局工作人员认真走访老
干部、老党员、村民代表，串门入
户了解村情民意，掌握群众渴求，
特别是对困难群众、低保户的走
访，真正做到一户一档；组织机关
干部19人多次逐一上门与贫困户
结对帮扶，慰问贫困户，宣传精准
政策。

县物价局积极与县建坤奶牛
养殖公司沟通联系，引进了奶
牛养殖场，现已投入使用。该养
殖场第一期投资600多万元 (其
中基础设施200多万元)，养奶牛
2 80多头，占地32亩，年增加集体
收入3 . 2万元。

县物价局白朝阳局长先后
联系山东砚田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全县 1 2个爱心企业对龙桑
寺镇的基础教育设施提供捐
赠，总额达到20万元，帮助了家
庭经济困难、品学兼优的学子
实现了大学梦。

县县文文广广新新局局参参加加协协勤勤志志愿愿服服务务

本报1月3日讯 (通讯员 刘
佳慧) 县文广新局近日派员参
加了由县文明办、团县委、县公安
局联合组织的“你我共参与 文
明交通行”协勤志愿服务活动。

局4名志愿者早高峰在明辉
路与商中路路口人行横道两侧，
积极向大家宣传文明出行理念。
志愿者们不畏严寒，以积极热情
的精神风貌投身志愿服务。

县县安安监监局局举举办办““主主题题党党日日””竞竞赛赛

本报1月3日讯 近日，县安
监局组织开展“主题党日”暨党的
十九大精神知识竞赛。为切实加
强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力度、检
验所有党员学习成效，县安监局

精心编制了十九大精神学习试
题，选取有代表性50道试题。活动
开展后，全体同志认真答卷，在较
短时间内答题完毕，经阅卷，平均
成绩在96分以上。

县县安安监监局局组组织织““最最美美安安全全卫卫士士””演演讲讲

本报1月3日讯 (通讯员 韩
梅) 根据济南市安全生产委员
会办公室文件《关于在全市开展

“我和我的泉城——— 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争做最美安全卫士”演讲
比赛活动的通知》，日前，商河县
安监局组织了“我和我的泉城—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争做最美安
全卫士”演讲比赛初赛。

经过激烈角逐，选出了1名优
秀同志入围市级复赛。通过此次
演讲比赛，大家深受鼓舞，表示要
以更大的决心和更坚定的信念做
好本职工作。

本报1月3日讯(通讯员
李敏 ) 2017年12月26

日，由县市场监管局招商引
资成功引进的商河县市民
服务中心建设PPP项目在
我县成功签约。该项目由中
国核工业二三建设有限公
司承建，静态总投资37493
万元，包括市民服务中心、
市民演艺中心、展示中心、
商河县档案馆、文化馆等。

2017年以来，县市场监
管局坚持“招商引资是经济
工作的生命线”理念，加强
与县委、县政府以及招商引

资部门的有效沟通，主动向
投资者宣传与投资项目相
关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
及有关登记条件、登记程
序；指定专人及时做好签约
项目的跟踪服务工作，了解
并掌握项目的进展情况以
及存在的问题并尽最大努
力予以解决，解决不了的及
时向县委、县政府汇报加以
解决。

该局以注册窗口作为
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前沿
窗口，专门开设招商引资企
业“绿色通道”，全面落实服

务承诺、首问责任、一次告
知和限时办结等制度，帮助
解决企业投资方式、设立方
式、管理机构、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选定、章程制定
等具体问题，从窗口服务
延伸到企业投资、生产经
营的全过程服务，促进重
大项目早开工、早投产、早
收益；并建立重大项目定
期联系制度，主动了解需
要市场监管部门解决的问
题和难题，积极配合县委、
县政府和相关部门完成重
大项目工作任务。

县县林林业业局局办办案案数数量量质质量量双双提提升升

本报1月3日讯(通讯员
赵培) 记者从商河县林

业局了解到，2017年，县林
业局森林公安提高办案水
平，严把办案质量关，尽职
履责，严厉打击破坏森林资
源违法犯罪，实现了办案数
量与质量的双提升。

县森林公安通过领导
带头学习相关法律，精心寻
找案例学习、剖析，结合自
身案例对细节问题进行探
讨，增强了民警的业务能
力，打造素质优良、作风过
硬、勤政廉洁、务实高效的

森林公安队伍。
商河县林业局森林公

安适时开展专项巡查行动，
对重点区域进行巡逻检查，
及时发现并制止违法犯罪
行为，避免小违法变成大犯
罪；同时，与林业站、森保站
进行协调，通过发放传单、
现场解答等方式普及林业
相关法律法规，努力为知
法、懂法、守法的法治社会
添砖加瓦。

2017年，商河县林业局
森林公安相继开展了“2017
利剑行动”“夏季攻势”“爱

鸟护鸟百日攻坚”“清河护
绿行动”等一系列保护森林
资源的专项行动。

截至目前，商河县林业
局森林公安共出动警力600
余人次，出动车辆300余车次，
共办结林业行政案件12起，
行政处罚14人，缴纳罚款0.97
万元，办结刑事案件4起，移
送检察院审查起诉9人。

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2018年，该局将继续推
进队伍正规化、执法规范
化、警务信息化、保障标准
化、警民关系和谐化建设。

县县物物价价局局启启动动两两节节市市场场价价格格监监管管

本报1月3日讯(通讯员
苏晶晶 ) 春节将至，为

保持两节期间重要商品市
场价格基本稳定，规范市场
价格秩序，近日，县物价局
切实开展两节期间市场价
格监管工作。

物价局制定实施方案，

建立市场价格监管调控责
任制，将工作任务分解到
岗，责任到人，强化工作督
导，抓好两节监管措施落实；
加强市场价格监管，对生活
必需品、生活服务业、供暖和
天然气、交通旅游业、商品零
售业等的价格监管。

通过各项措施，物价局
保持“菜篮子”、粮油盐等重
点商品市场和价格稳定；充
分发挥12358价格监管平台
和12345市民热线作用，维
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消费者
一旦遇到价格问题，可拨打
电话及时反映问题。

商商河河二二实实验验幼幼儿儿园园

““喜喜迎迎元元旦旦””

本报1月3日讯 为了让孩
子们度过一个难忘的元旦，日
前，商河县第二实验幼儿园开
展了“喜迎元旦”亲子活动。

老师们精心装扮了教室，
在气球、彩带等点缀下，幼儿园
沉浸在浓浓的节日气氛中。孩
子们在欢歌笑语中度过了一个
难忘且有意义的节日，新的一
年，孩子们会继续健康成长。

出租三、四楼，位置佳、近400平；一、二层8间，800多平中润世纪广
场，可分租价格面议。13082740327

森林公安在执法现场。

商河二实验幼儿园开展“喜迎元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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