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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商河

县县市市场场监监管管局局三三举举措措助助力力县县域域经经济济
去年全县新增企业1083户，个体工商户3858户

市市安安委委会会考考核核商商河河安安全全生生产产工工作作

本报1月10日讯（通讯员
安委） 5日，市安委会第八

考核组在市安监局一行6人到
商河县考核2017年度安全生
产工作。

考核组详细查阅了商河
县人民政府、孙集镇人民政
府、殷巷镇人民政府2017年安
全生产工作档案，并随机抽取
了两家企业进行检查。

考核结束后，济南市安监

局相关负责人对商河县2017
年安全生产工作予以充分肯
定，指出商河县高度重视安
全 生 产 工 作 ，在“ 一 网 双
控”、“大快严”等工作方面
成绩突出，企业主体责任落
实到位。考核组要求商河县
抓好岁末年初的安全生产
工作，最大程度预防和减少
各类事故的发生，提早谋划好
明年的工作。

本报1月10日讯（通讯员
李敏） 要想使县域经济得到
持续发展，良好的营商环境至
关重要。近日，记者从商河县市
场监管局了解到，该局采取三
项措施，保证企业落地快，助力
县域经济发展。

该局实行住所登记改革，
放宽对企业住所的审查和限
制，放宽注册资本登记条件和
经营范围登记，实行注册资本
认缴制。严格落实“先照后证”
和“双告知”。全面实行“多证合
一”，缩短审批时限，简化登记

流程。
2017年全县新增企业1083

户，个体工商户3858户，农民专
业合作社168户，市场主体呈现
良好发展势头。

县市场监管局积极转变政
府职能，通过开展新设立企业
回访，主动加强同企业的沟通
和联系，及时了解企业经营状
况和存在的问题，利用本部门
政策和资源优势为企业排忧解
难，帮助企业规范经营，提升企
业品牌意识，引导企业通过动
产抵押盘活资金渡过难关。

2017年，该局共办理股权
出质和动产抵押登记38件，为
企业融资16 . 21亿元。

局里还推行“互联网+”政
务服务，企业注册实现了网上
预审、网上受理、网上审批，推
行“容缺受理”举措，允许申请
人办理名称预先核准、设立、变
更等业务时，申报材料要件缺
失或有误的，在做出限期补齐
书面承诺后，先行为其发放营
业执照，企业名称核准、设立、
变更、注销、备案已全面实现最
多跑一次的目标。

县县市市场场监监管管局局推推进进商商事事制制度度改改革革

本报1月10日讯（通讯员
李敏） 为了方便企业办理

业务，近日，商河县市场监管
局推进商事制度改革，取得了
良好效果。

该局推行工商注册制度
便利化，创新推行“工位号注
册”模式，将个体工商户、农民
专业合作社登记委托给市场
监管所办理；推行“互联网+”
政务服务，企业注册实现了网
上预审、网上受理、网上审批；

大力推行登记注册“全程电子
化”改革，2017年，颁发电子营
业执照126张。

县市场监管局还放宽工
商登记准入条件。2017年，全县
新登记各类市场主体5109户，14
家企业办理简易注销手续。

严格落实国家工商总局
《关于做好“多证合一”改革工
作的指导意见》要求，2017年9
月1日全面实现“多证合一、一
照一码”登记。

县县文文广广新新局局部部署署安安全全消消防防工工作作

本报1月10日讯（通讯员
杨小君） 为贯彻落实消防

百日攻坚巩固行动，近日，县
文广新局召开安全消防工作
专题会，对系统安全消防工作
进行了安排部署。

该局全面清理安全消防
工作的各类职责、制度，建立
健全规范完善的安全消防工

作领导机构及各类管理制度，
注重工作轨迹；全面排查各类
安全消防隐患，在节前对本系
统及各文物点、网吧、歌舞娱
乐场所、电影院等重点场所、
关键部位进行拉网式排查，做
到该发整改通知的发整改通
知，该整顿的必须整顿，该排
除的必须排除。

““按按需需送送教教””活活动动在在县县实实验验二二幼幼举举行行

本报1月10日讯（通讯员
商二幼） 近日，济南市教

育教学研究院“按需送教”活
动在商河县第二实验幼儿园
举行，济南市教育教学研究
院、天桥区教育教学研究中心
工作人员以及商河县各城乡
幼儿教师共120余人参加了本
次活动。

本次活动中，天桥区幼教
中心实验幼儿园冉邵丹老师、
刘晨老师分别展示了大班音
乐《勤快人和懒惰人》，大班科
学《小小测量员》两节教学活
动。两位老师精湛的教学技艺
以及孩子们的精彩表现博得
了现场在座老师的一阵阵掌
声。

挂失：李孝清所有的土地证号为商国用2004第1184号的土地
证丢失，特此声明。

县县林林业业局局送送法法律律知知识识到到村村到到户户

本报1月10日讯（通讯员
赵隆） 近日，商河县林业

局组织工作人员开展法律宣
讲活动，为广大林农送法律、
送知识到村到户。

结合本县村庄较多的实
际，林业局工作人员在巡逻过
程中到村向村委了解本村植
树造林情况以及林业法律法
规方面的问题、困难。通过村
委学法守法带动全村知法守
法。在部分苗圃和林木较多的

村庄，林业局采取进入到一些
农户家中走访的方式，了解林
业方面的基本情况，解答老百
姓的疑问，并宣讲相关动植物
法律法规，增加老百姓与法律
的接触学习机会，指导老百姓
知法、守法、用法。

通过法律宣讲，提高广
大林农对于林业法律法规
的认识，进一步减少因为不
了解法律而触犯到法律法
规的可能。

县县实实验验二二幼幼开开展展幼幼儿儿普普通通话话大大赛赛

本报1月10日讯（通讯员
商二幼） 近日，商河县第

二实验幼儿园以年级为单位
举办了第一届“童言稚语”幼
儿普通话大赛。

此次活动题材内容丰富、形
式多样。有以班级为单位的集体

朗诵节目，也有幼儿个人的参赛
节目。小选手们准备充分，各显
身手。有生动有趣的故事，朗朗
上口的童谣，还有经典的国学诗
赋。作品内容积极向上，健康活
泼，富有童趣，孩子们仪表大方，
精神饱满，表现力丰富。

本报1月10日讯（通讯员
孙英兰） 为了更加方便林业
群众和企业办事，近日，商河县
林业局采取多种措施简化优化
公共服务，提高了行政效率，让
群众少跑腿，受到好评。

林业局根据管理范围，梳
理和公开公共服务事项目录，
推动行政审批改革，把该放的
权放开，把该管的事管好。

对于工作人员，该局实施
首问责任、一次告知、限时办结
和责任追究制度，推进办事流
程简化优化和服务方式创新，
简化办事环节和手续，优化公
共服务流程，明确审批标准和
时限。

为了让群众少跑腿，提高
办事效率，县林业局推进网上
办理和网上咨询，推进“互联网

+公共服务”，推动信息互联互
通、开放共享，提升公共服务整
体效能。

“此外，我们加强服务能力
建设和作风建设，开展督导检
查，加大问责力度，整治群众反
映强烈的慵懒散拖、推诿扯皮
和敷衍塞责以及服务态度生硬
等问题。”县林业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

县县林林业业局局多多措措并并举举优优化化公公共共服服务务

本报1月10日讯（通讯员
商思晟） 近日，山东科源制药
设备中心相关负责人专程来到
商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
所，将一面绣有“保障安全生产，
服务企业发展”的锦旗和一封充
满深情的感谢信送到计量所负
责同志手中，衷心感谢计量所给
予企业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2017年12月中旬，商河县
市场监管局计量所接到山东科
源制药有限公司的检定申请，
因该公司近期正在办理新项目
GMP认证，15块压力表急需检
定后方可取得认证考核，如果
通过认证，既可以进一步提升
该企业品牌影响力，而且还能
更好地拓宽企业销售渠道。接

到申请后，计量所工作人员充
分发挥主人翁精神，克服时间
紧、任务重、要求严等各种困
难，想企业所想、急企业所急，
牺牲休息时间，用一天一夜的
时间全力为企业完成15块压力
表的检测工作,并及时送达《计
量检定合格证书》，使该企业顺
利通过GMP认证。

县县市市场场监监管管局局助助企企业业通通过过GGMMPP认认证证

本报1月10日讯（通讯员
王颖）“太感谢了，这么快就
帮我们要回了工钱，了了这桩
心愿，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
4日，在商河县龙桑寺司法所
里，来自河南的农民工崔某
激动地拉着司法所赵所长的
手说道。当天，龙桑寺司法所
调解了一起农民工讨薪纠纷，
帮助六名农民工讨回了6300元
欠款，让他们安心踏上了回家
过年的路。

1月1日，还在元旦假期中
的赵所长接到一通电话，一听
是几名外地农民工因拿不到自
己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而发
愁，就怎么也坐不住了，带领工

作人员立马赶到了司法所，见
到几名农民工后，详细地询问
了他们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来，王某想要在龙桑寺
镇实施地热钻井工程，将工程
承包给了尹某，后期施工过程
中，由于发生了事故，尹某逃避
责任，至今音讯全无，元旦已
至，工地已经停工，工人们吃住
都无着落，还有8000余元工资
没有结清，联系不到尹某，王某
也拒绝承担责任。

了解上述情况之后，赵所
长立即找到王某核实情况，王
某认为工程赔了不少钱，自己
也是受害方，不应该由他来支
付员工工资，心里满腹委屈。在

确认暂时无法联系上尹某后，
为了让工人们早日拿到工资回
家过年，减少双方的损失，经过
多次协调沟通，双方各让一步，
最终达成调解协议，由王某结
清工人们剩余的工资5300元，
并支付返乡路费1000元，合计
6300元，至此，一场拖欠工资的
纠纷得到化解。

2017年11月、12月，龙桑寺
司法所开展专项维权行动，联
合村居法律顾问、律师等多
方力量，加大调解力度，先后
调解了8起农民工讨要劳动
报酬纠纷和损害赔偿纠纷，
为20多名农民工挽回了10余
万元损失。

龙龙桑桑寺寺司司法法所所帮帮助助农农民民工工讨讨薪薪过过年年

在龙桑寺司法所的帮助下，农民工终于拿到自己的工钱，回家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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