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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4月11日讯(通讯
员 马新华 郭良文) 济宁市
国资委党委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全
省全市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会议
精神，着力解决国有企业党建
工作“四化”问题，加强国有企
业党的建设，为推动济宁市国
企改革发展、实现国有资产保
值增值提供了坚强政治保障。

市国资委强化责任落实，
推动企业党组织管党治党责任
落地落实。加强对党建工作的
领导，注重考核评价，不断增强
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
主体责任，做到企业改革发展
和党的建设“两手抓、两手硬”。

成立了市国资委系统党
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
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工作制度，
定期召开党建领导小组会议，

研究加强和改进市国资委系统
党建工作的思路和举措。各市
管企业党委相继成立了党建工
作领导及工作机构，为加强市
管企业党的建设工作提供了组
织基础。

坚持问题导向，围绕突破
党建重点难点问题，列出了市
国资委、市管企业党委书记抓
基层党建工作责任清单和突破
项目，明确年度党建工作任务，
牢固树立“第一责任人”意识，
分管领导“一岗双责”，切实履
行分管领域党建工作责任。

完善市管企业党委书记
抓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健全
述职评议、追责奖惩等责任落
实体系。全面推行市管企业党
委书记和二级企业党组织书
记年度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
工作，督促企业各级党组织特
别是党组织书记增强管党治

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
每年结合企业领导班子和领
导人员年度综合考核评价工
作，对企业党建工作进行考
核，实行党风廉政建设一票否
决，与企业经营业绩考核和企
业领导人员任免、奖惩和薪酬
分配相挂钩。

近年来，市国资委表彰了
60个先进基层党组织、120名
优秀共产党员和60名优秀党
务工作者。山东公用控股集团
公司被评为省级先进基层党
组织；义桥煤矿等4户企业被
评为市级先进基层党组织。济
宁矿业集团阳城煤矿潘兴喜
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推选为
十八大党代表。市公交公司8
路线获全国青年文明号荣誉
称号，山东公用控股公司被评
为全国文明单位、全国精神文
明建设先进单位。

本报济宁4月11日讯 (见
习记者 唐首政 通讯员
魏涛 王聪) 11日，济宁启
动“证照分离”改革，103项审
批事项列入改革试点范围，
除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
生态安全和公众健康的事项
需要强化准入管理外，各部
门也将放开准入和严格监管
的无缝衔接，进一步减少审
批事项，简化办事流程，由从

“严进宽管”真正转向“宽进

严管”。
全市“证照分离”改革分

两个阶段进行，上半年在济宁
高新区开展改革试点，今年11
月在全市范围内进行推广。

济宁市政府秘书长徐锋
介绍，此次改革，各部门将坚
持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主
管谁监管”的原则，对于取消
审批或审批改为备案、实行
告知承诺制等事项，各部门
将会放开准入和严格监管的

无缝衔接。对提升审批透明
度和可预期性、强化市场准
入管理，将逐项制定操作规
程，明确办事依据、申报材
料、申报程序、办理时限和事
中事后监管措施，优化办事
流程，从“严进宽管”真正转
向“宽进严管”。

为了让群众少跑腿，此次
改革将加快推进信息共享，将
大数据应用于“证照分离”改
革，探索实现部门间企业基础

信息和相关信用信息共享、业
务协同。统筹推进“证照分离”
和“多证合一”改革，将“证照
分离”改革后属于信息采集、
记载公示和管理备查类的各
种证照进一步整合到营业执
照上，实行“多证合一、一照一
码”。

徐锋表示，推进“证照分
离”改革，有利于降低企业日
常运营成本、提升企业生产
经营效率，营造宽松便捷的

市场准入环境、公平有序的
市场竞争环境、公平透明可
预期的营商环境。

会上，济宁市工商局局
长杨福雪传达了《山东省人
民政府关于济宁市开展“证
照分离”改革试点实施方案
的批复》，济宁高新区管委会
就贯彻执行《济宁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开展“证照分离”
改革试点实施方案》作了表
态发言。

济宁启动“证照分离”改革，103项审批事项列入改革试点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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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4月11日讯 (记
者 孟杰 通讯员 李庆平

田业) 10日下午，济宁市
千场大戏进社区、进校园文
化惠民演出在济宁高新区柳
行街道郭厂小学启动，济宁
艺术剧院精心编排的《掩耳
盗铃》课本剧等，深深吸引了
数百名师生和学生家长。

当日，课本剧《掩耳盗铃》
一开场，就吸引了现场观众的
目光，演员们通过精湛的演
技，不仅把课本上的知识情景
化，而且把自欺欺人这样晦涩
的道理变得深入浅出。

本次演出不仅包含了
《此地无银三百两》、《掩耳盗

铃》这样的课本剧，还将国家
艺术基金项目——— 山东渔鼓

《孔子试徒》等一批优秀传统
戏曲、传统曲艺等非遗节目
带进校园，在展示传统文化
精髓的同时，又适当加入济
宁地方特色，既展示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又体现了现
代文明礼仪。

一个多小时的文化盛宴
在师生们的欢呼声和掌声中
结束了，孩子们意犹未尽。“这
种寓教于乐的演出具有很强
的教育意义，使学生在享受文
化艺术盛宴的同时，在潜移默
化中读懂了是与非、善与恶、
美与丑、忠与奸，引导学生树

立正确的价值观。”郭厂小学
的校长陈兆菊说。

千场大戏进社区、进校园
文化惠民演出是济宁市和济
宁高新区2018年为民办实事
的一项重要内容，此次文化惠
民演出走进郭厂小学，是该活
动在济宁高新区的首场演出。

2018年济宁为民办好十
件实事——— 深入实施文化惠
民工程中提出，年内全市改
造提升100个乡镇文化站，扶
持200个村(社区)综合性文化
服务中心建设。组织实施“送
戏下乡”惠民演出600场、“送
戏进校”演出200场、农村公
益电影放映20000场。

本报济宁4月1 1日讯

(记者 贾凌煜 通讯员

李金山 宋业萌) 本月，

济宁稳岗补贴“护航行动”

全面启动。困难企业或其

他符合条件的企业，可到

市就业办或各县市区就业

办申报上年度稳岗补贴。

这些企业包括，具体

实施化解产能严重过剩、

淘汰落后产能、节能减排、

主辅分离、兼并重组的五

类企业；单位生产经营出

现较严重亏损的；单位连

续3个月不能正常发放工

资的；单位有20%以上职工

处于待岗状态的等；以及

其他采取措施不裁员、少

裁员，稳定就业岗位、依法

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的企

业。

根据规定，困难企业

于5月31日前或第三季度

前，其他企业于5月31日前

进行申报该项补贴。符合

条件的企业每年申请一

次，未在规定时间内申请

上年度稳岗补贴的，视为

放弃申请资格。

符合条件的企业可在

济宁劳动就业网查看相关

通知，携认定材料进行申

报。其中，市属申报企业直

接到市就业办公室申报；

各县(市、区)申报企业到各

县(市、区)就业服务机构进

行申报。

截止到2017年底，济

宁共有1685户企业享受稳

岗补贴政策，发放稳岗补

贴2 . 1亿元，稳定就业岗位

60 . 56万个。

本报济宁4月1 1日讯

(记者 贾凌煜 通讯员

孙方志) 兖州区11家玻璃

企业清洁能源改造搬迁行

动已启动。今年9月底及明

年3月底前，这些企业须完

成搬迁或清洁能源改造，

否则一律关停。

兖州区现有11家玻璃

制品企业，共有煤气发生

炉1 9台，玻璃窑炉1 8座，

2017年度共消耗燃煤4 . 8

万吨。虽然这些企业生产

目前已达行业排放标准，

但随着国家环保标准的持

续加严，这些企业还存在

行业工艺改造提升难、污

染物排放量大、排放指标

难以达到下阶段排放要求

等问题。

为此，兖州区计划投

入2000余万元，采取以奖

代补的办法，对玻璃企业

实施清洁能源改造和搬迁

工作。其中在城市规划区

内和紧临城市规划区的兖

州金阳光玻璃制品有限公

司(大安厂址)等4家玻璃企

业，于今年9月30日前停运

原址玻璃窑炉和煤气发生

炉，并拆除燃煤设施。新建

玻璃窑炉必须采用天然气

作为能源。逾期未停运原

有玻璃窑炉和煤气发生炉

的，将依法依规责令企业

关停。距离城市规划区较

远的金鑫玻璃制品有限公

司等7家玻璃企业，于2019

年3月31日前完成气代煤

改造，停运煤气发生炉，拆

除燃煤设施，逾期未完成

升级改造任务的，将依法

依规责令企业停产停业整

顿直至关停取缔。

据测算，兖州区11家
玻璃企业全部完成清洁

能源改造后，每年大约可

减排二氧化硫3 . 56吨、氧

化碳264吨、烟尘9 . 6 4吨
等。

济宁文化惠民工程将课本剧、传统曲艺等带进小学校园

知知识识情情景景化化，，晦晦涩涩道道理理好好懂懂了了

济宁市国资委加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

国国企企再再发发展展，，国国资资保保值值增增值值

稳稳岗岗补补贴贴开开始始申申报报

55月月3311日日前前提提交交材材料料

兖兖州州提提气气质质动动真真格格

改改造造1111家家玻玻璃璃企企业业

《 孔 子 试
徒》演出场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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