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聊城1月8日讯 (记
者 杨淑君 通讯员 张
士桥) 7日下午，全市农民
工工作联席会议召开，专
题安排部署迎接省农民工
3年3项行动计划实地绩效
评估工作。

记者了解到，农民工3
年3项行动计划实施以来，
全 市 各 级 各 部 门 高 度 重
视，在农民工职业技能提
升、权益保障、公共服务方
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
作，取得显著效果。全市农
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3 . 4 9
万人，组织农民工参加就
业技能培训16 . 4万人次，
开展“星火计划”“雨露计
划”、“工友创业”等各类特
色培训2 . 2万人次。农民工

劳动合同签订率进一步提
高，农民工简易劳动合同文
本得到广泛推广，规模以上
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达到
95%，多数中小企业劳动合
同签订率近80%。农民工参
加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达到6 . 11万人，参加工伤保
险人数达到16 . 33万人，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
费 用 支 付 比 例 分 别 达 到
75%和70%以上，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门诊大病支付比
例在85%以上，劳动条件得
到极大改善，农民工自我保
护意识和能力明显提高。成
立了农民工维权中心，设立
了24小时服务热线，农民工
人身安全健康权益得到有

效保护。“以流入地为主、公
办学校为主”的农民工随迁
子女平等接受教育的工作
模式初步形成，农民工随迁
子女在输入地平等接受高
中阶段教育达到97%。农民
工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基
本公共服务工作模式基本
建立，服务可及性和质量水
平明显提高。

会上，市委常委、常务
副市长郭建民充分肯定了
农民工3年3项行动计划实
施成效，他指出，各级各部
门大力推进3项行动计划，
做 了 大 量 扎 实 有 效 的 工
作，这次省里组织农民工3
年 3项行动计划实地绩效
评估，既是对聊城工作的
一次全面体检，也是聊城

展示工作成果的一次重要
机会，要充分认识到这次
实地绩效评估的重要性，
扎实做好迎评工作。

郭建民同志强调，理
清思路、明确标准，踏踏实
实把准备工作做好，市农
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要发挥联系协调作用，把
这项工作作为重中之重的
工作，抽调精干力量组成
专门班子，全力以赴做好
省实地绩效评估准备和配
合工作。各县 (市、区 )、各
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要亲
自抓，按照省评估要求，对
照部门职责和实施意见分
工，扎实做好实地绩效评
估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全
面反映聊城工作情况。

农民工三年三项行动计划实施取得显著成效

全全市市农农村村劳劳动动力力转转移移就就业业1133 ..4499万万人人

本报聊城1月8日讯 (记
者 王尚磊 通讯员 李
兆敏 李慧) 为切实做好
春节、元宵节期间食品安全
监管工作，记者从聊城市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获悉，在
全市开展“食安护佳节”行
动，重点对城乡食品生产经
营集中区(含小作坊生产聚
集区)、旅游景区等检查，重
点检查酒类、肉及肉制品、
乳制品、食用植物油等。

1月8日，高唐食药局清
平食药所深入辖区内大中型
商超、农村食品店为重点单
位，以酒类、肉及肉制品、乳
制品、食用植物油、水产品等
节日性食品为重点品种，集
中开展专项执法检查。

聊城市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通
过开展“食安护佳节”行动，
督促食品生产经营者落实
主体责任，规范经营行为，
提高节日食品安全保障水
平。行动时间为2017年12月
29日至2018年3月5日。

重点区域：城乡食品生
产经营集中区(含小作坊生
产聚集区)、旅游景区、城乡
结合部、农村地区、庙会灯
会、高速公路服务区等。重
点单位：重点食品生产企
业、集中交易市场、大中型
商超、农村食品店、旅游景
区餐饮单位、餐饮聚集区

(城市综合体)、年夜饭供餐
单位、中央厨房、集体用餐
配送单位、学校食堂、连锁
餐饮企业等。重点品种：酒
类、肉及肉制品、乳制品、食
用植物油、蔬菜、水产品、米
面制品、元宵、饮料等节日
消费量较大的食品。

按照要求，行动期间，
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
督促企业认真开展自查，及
时排除风险隐患。同时，在
开展日常监督检查基础上，
结合节日特点，对重点区
域、重点单位、重点品种加
密监督检查频次、增加监督
抽检批次，并计入年度监督
检查和监督抽检计划，检查
结果同步录入食品日常监
管系统(系统密码省局将下
发各局)。监督检查采取“双
随机”方式进行，其中，生产
环节市局分别检查企业不
少于10家，县级局不少于20
家；流通环节市局检查各重
点业态不少于10家，餐饮服
务环节市局检查7类重点业
态，其中旅游景区餐饮单
位、餐饮聚集区、年夜饭供
餐单位、学校食堂、连锁餐
饮企业，不少于6家，中央厨
房、集体用餐配送单位根据
全市实际情况开展随机检
查；县级局结合当地实际对
生产、流通、餐饮服务环节
重点业态进行监督检查。

市、县监督检查和监督抽检
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

在生产环节上，以食用
植物油、肉制品、乳制品等
节日消费量大的食品生产
企业和小作坊聚集区为重
点，开展现场检查，并实施
现场抽样。要在批发市场、
年货市场、大中型商超等消
费集中区域开展“你送我
检”快检活动，活动地点、时
间和快检品种要及时向社
会公布。各县快检车要合理
调度，在无快检室的消费集
中区域开展流动快检活动。
坚持现场检查与监督抽检
相结合，针对重点单位，开

展现场检查，重点检查许可
资质、索证索票、环境卫生、
原料贮存以及加工操作关
键环节、餐饮具清洗消毒、
从业人员健康状况以及食
品添加剂管理使用等相关
情况，并实施现场抽样，抽
样产品以重点品种为主。学
校食堂食品安全现场检查
和抽样可结合季度检查进
行，并于寒假前结束。畅通

“12331”投诉举报渠道，鼓
励消费者依法投诉举报，维
护合法权益，发动消费者及
社会各界积极参与食品安
全社会共治，营造食品安全
共治共享良好氛围。

聊聊城城开开展展““食食安安护护佳佳节节””行行动动
重点检查酒类、肉及肉制品、乳制品、食用植物油等

1月8日，高唐食药局工作人员在辖区内大中型商超检查食品。

本报聊城1月9日讯 (记
者 邹俊美) 为推动市城
区巡游出租汽车行业健康
发展，聊城市物价局、市交
通运输局下发《关于规范市
城区巡游出租汽车停车等
候费等计费方式的通知》，
在保持市城区巡游出租汽
车现行基本运价不变的情

况下，对现行巡游出租车停
车等候费、雨雪雾天气加价
收费等方式进行规范，由驾
驶员人工操作改为由计价
器自动计费。

巡游出租汽车根据乘客
要求停车等候或由于道路、
雨雪雾天气等客观条件限
制，致使行驶速度低于每小

时12公里时实行计时收费。
即每满5分钟收取1 . 5元/公
里/车，不足5分钟不收费。

遇到交通拥堵时，乘客
可根据情况选择下车(禁止
车辆停车上下人的路段除
外)，出租汽车驾驶员不得
拒绝。因车辆故障及驾驶员
原因造成车辆停车等候的，

不计时收费。
适用范围为东昌府区、

经济开发区、高新区、旅游度
假区四区内运营的巡游出租
汽车，自2018年1月5日起执
行，有效期至2020年12月31
日。计价器调整坚持“自愿”
原则，不参与计价器调整的
出租车，不得执行本规定。

出出租租车车停停车车等等候候等等情情况况计计时时收收费费啦啦
这些情况下，每满5分钟收取1 . 5元/公里/车

为响应莘县开展“汇善
耕莘”众筹平台募捐活动
的号召，妹冢镇政府在1月8
日组织全体工作人员开展

募捐活动。活动要求科级
干部每人捐赠 2件以上物
资，一般干部 1件以上，物
资可为衣物、食品、文体用

品、日常家具等。活动得到
工作人员的积极响应，共
捐赠物品180件。对此次募
捐的物资，扶贫办做好了

统计，力将每件物资合理
的发放到最需要的贫困户
手中。

(秦晓丹)

莘县妹冢镇：开展“汇善耕莘”众筹平台募捐活动

2018年1月3日，莘县人大主任
张宪华来到妹冢镇李庄村的“一对
一”孤儿鲁炳秀家中慰问，给孩子带
来了崭新的书包和保温杯等物品。
张主任在家中向孩子的爷爷了解了
他最近的生活、学习和成长情况，嘱
咐孩子爷爷要时刻保持联系，及时
反映生活等各方面遇到的特殊困难
和问题，并鼓励他们保持积极向上
的心态，度过一个快乐的春节。

(王贞 王赛楠)

莘县人大主任张宪华慰问

“一对一”联系孤儿

为提高小朋友们对交通安全的
认识，2017年12月30日，聊城大学化
学化工学院社会实践部来到聊城市
天佑双语幼儿园，用做游戏、提问竞
答等给小朋友们讲解一些交通安全
图标，此活动不仅使小朋友们学习
到了交通图标，更认识到交通安全
的重要性。 记者 李军 通讯员

程鹏涛 王文肖 摄影报道

交交通通安安全全从从娃娃娃娃抓抓起起

1月2日，聊城大学化学化工学
院社会实践部队员在一利快餐和环
卫阿姨共同包水饺，阿姨们教队员
们各种包饺子样式，其乐融融，在吃
上温暖的爱心水饺的瞬间，灿烂的
笑容洋溢在阿姨们的脸庞，无不感
觉这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部门队
员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送去温暖，让
环卫阿姨在隆冬的季节感受到了春
天般的城市温情。记者 李军 通
讯员 张文萱 许慧敏 摄影报道

冬冬日日温温情情

注销公告
聊城柒师傅工艺礼品有限公

司注册号91371502MA3D5Y8U0P经
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管理
机关申请登记注销，由杨磊、刘海
燕、王友胜组成清算组。对本公司
债权债务进行清理，请公司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逾期视为放
弃债权。清算组负责人：刘海燕电
话13562007771特此公告。

挂失声明
山东省阿湾进出口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副本不慎丢失，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7152633456990XT，声明作废！

挂失声明
山东大洋钢管制造有限公司

丢失动产抵押登记书原件一份，
登记机关：聊城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日期
2015年2月3日，登记编号：聊开工
商抵登字(2015)第0011号。现声明
作废。

燃烧器、低氮
取暖、洗浴、锅炉、调试安装。

聊城万里汽配城E4-12
电话：18663568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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