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聊城9月12日讯(记者
张超) 12日，茌平县委副书

记、县长朱正林做客“12345”
市长热线，就“一次办好”改
革、新旧动能改革等经济社会
发展及民众关切热线接听来
电并回答记者提问。

朱正林介绍，茌平县始终
坚持以服务群众和企业为出
发点，聚焦与企业生产、群众
生活关系最密切的领域和事
项 ，大 胆 改 革 、主 动 作 为 。
2014年，积极探索工商登记
“三证合一、一证三号”改革，
全市“三证合一”营业执照在
茌平首发，后期在推进“五证
合一”、三十一证合一”的改
革中，茌平县也一直走在全
市前列。同年，又积极探索国
地税联合办税，经过 3年试
验，联合办税经历了物理整
合、业务融合、统一流程，到
后期窗口人员政务服务中心
统一招聘考核管理等措施，
在2017年实现了所有涉税业
务“一窗办理”，比税务系统
改革时间提前了1年多。

茌平县行政审批事项由
366项精简为249项，精简力度
32%。全面清理烦扰群众和企
业的“奇葩”证明、循环证明、
重复证明等各类无谓证明，取
消无法律依据的申报材料、兜
底性条款。截至目前，茌平县
村级证明材料由54项精简为
12项，其他类型证明材料也正
在精简中；梳理889项一次办
好清单，绘制完成2060项事项

的办事流程图，完成2060项事
项的标准化规程和办事指南，
事项办理时限由9374工作日
压缩至4568工作日，压缩办理
时限高达51 . 3%。

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
实施以来，茌平县科学编制规
划，编制印发了《茌平县新旧
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实施规划
(2018-2022年)》，明确打造新
材料、医养健康、节能环保等
三大新兴产业集群和有色金
属及深加工、纺织、汽车零部
件、商贸物流、文化旅游、现代
高效农业等六大传统产业集
群。

实施重大项目建设，今年
以来，该县共实施了65个新旧
动能转换重点项目，其中，23
个项目纳入市级项目储备库，
6个项目纳入省级项目库。值

得一提的是，该县的碳化硅晶
体衬底片和华鲁制药安瓿水
针2个项目被确定为第一批优
选项目，获得了1亿元的新旧
动能转换产业发展扶持资金。
同时，优化产业结构，加大双
招双引力度。今年上半年，全
县共签约招商项目7个，计划
投资额130 . 6亿元，实际到位
资金36 . 5亿元，认定实际到位
资金总量和新签约项目数均
排名第一。

下一步，茌平将聚焦聚力
优化投资结构，改造旧动能，
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强传统主
导产业技术改造和模式创新，
加快形成一批以高端制造、新
材料、医养健康等为代表的高
端新兴产业。聚焦聚力重点项
目建设、招商引资及创新驱
动，做好招才引智工作。

推行“减证便民”，全面清理各类无谓证明

茌茌平平县县村村级级证证明明材材料料精精简简为为1122项项

茌平县委副书记、县长朱正林做客“12345”市长热线。

本报聊城9月12日讯(记者
李军) 记者从聊城市全民

健身运动会组委会获悉，2018
中国运河名城(聊城)自行车
公开赛暨聊城市第八届全民
健身运动会自行车比赛，将于
9月16日上午在聊城经济技术
开发区徒骇河滨河大道区域
举行。为保证赛事顺利完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有关规定，决定从9
月16日7时30分至比赛结束
(约中午12点)，对部分道路采
取交通管制措施。

采取交通管制的道路有
光岳路至北外环路徒骇河滨河
大道全线；北外环路徒骇河大桥
封闭自西向东方向辅道；光岳路
徒骇河大桥封闭自南向北方向，
自北向南方向隔离分车道通行；

中华路辽河路口至滨河大道封
闭。上述道路范围内相邻的支
路、巷道也将相应实行交通管
制，适有交通分流受阻时，还将
对其他关联路段实行临时性交
通管制。道路交通管制期间，途
经管制路段的车辆请提前择路
绕行，除持证的工作用车和工作
人员外，所有社会车辆和人员一
律不得入内。

1166日日自自行行车车公公开开赛赛部部分分道道路路交交通通管管制制

9月12日，聊城市金融消
费权益保护协会与聊城市广
告商标协会共同签订聊城市
金融广告监测治理合作协议。

金融广告活动与人们日
常生活密不可分，在方便人们
获取信息的同时，也易被不法
分子利用，通过各种渠道平台
投放非法金融广告，误导消费
者购买不符合自身风险偏好
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甚至通过
吸引眼球的广告内容诱骗金
融消费者参与非法金融活动，
造成金融消费者经济损失，扰
乱正常经济秩序。

为进一步增大违规违法
金融广告监测治理力度，延伸
合作范围，发挥行业协会联动
作用，聊城市金融消费权益保
护协会与聊城市广告商标协会
签订《违法违规金融广告监测
治理合作协议》，共同致力于构
筑金融广告治理协作机制和长
效机制，营造公平公正、诚实守

信的市场环境，防范和化解金
融风险，为构建聊城和谐稳定
金融生态圈做贡献。

据了解，人民银行聊城市
中心支行根据人民银行总分
行文件精神，加强与市工商管
理部门的沟通协调，加入全市

“整治虚假违法广告联席会

议”；成立金融广告广告监测
治理领导小组，建立完善金融
广告治理机制。利用“3 . 15”消
费权益保护日、“6 . 14”征信宣
传日及9月份金融知识宣传月
等时点开展金融广告知识宣
传，取得了明显成效。

(王旭奎 李军)

聊聊城城金金消消保保协协会会与与市市广广告告商商标标协协会会

签签订订金金融融广广告告监监测测治治理理合合作作协协议议

为响应监管部门号召，全面

落实“金融知识进万家”宣传活

动，9月8日，日照银行聊城分行举

办宝宝爬行比赛，在活动中向家

长讲解人民币防伪知识。

本次活动通过微信报名的形

式，共邀请到30组家庭到场参赛。

各组家庭到场后，由行内员工发

放人民币防伪宣传手册，并现场

示范“一触摸、二透视、三倾斜”的

简便识别方法。同时，由行内员工

扮成网红熊，与宝宝互动。到场家

长扫描网红熊胸前二维码关注日

照银行聊城分行公众号，并互相

就日常人民币防伪经验展开交流

学习。网红熊憨态可掬，现场气氛

十分活跃。

本次活动到场100余人，现场

发放宣传手册78份，针对“人民币

防伪”的知识宣讲得到家长们的

一致好评。

日照银行聊城分行举办宝宝爬行比赛
宣传人民币防伪知识

为推动金融知识普及和金融

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提高公众

金融素养及风险防范意识，9月9

日，日照银行聊城分行充分利用

聊城市举办2018年全国赤脚半程

马拉松赛的机会，在环城湖畔赛

道起点服务保障区，组织开展了

金融知识现场宣传活动。

本次活动中，日照银行聊城

分行的工作人员通过向参赛人员

和观赛观众发放“选择适合产品

保持理性投资”、“识别非法金融

广告 选择正规金融服务”、“了解

支付结算基础知识 维护个人资

金账户安全”等内容的宣传折页，并

安排工作人员进行现场讲解，提升了

消费者对金融知识的了解程度，从而

使消费者明晰自身权利和义务，把握

金融产品风险和收益，更好享受金融

改革发展成果的效果。

日照银行聊城分行借马拉松比赛
开展金融知识宣传活动

本报聊城9月12日讯(记者

杨淑君 通讯员 林华栋 刘文

勃) 9月9日，聊城高级财经职业
学校迎新活动如火如荼展开，各
系部在学生处等处室配合、党员
学雷锋志愿者服务队和各系学生
学雷锋志愿者服务队及学生干部
的积极参与、志愿服务下，两千余
名2018级新生顺利办完报到手续。

为了让学生家长更好地了解
学校办学和学生所学专业的相关
情况，学校会计系和升学部还各
自组织召开了2018级新生家长见
面会，会计系主任石艳荣等系领
导向家长们介绍了该系的教学理
念和家校并育的教学思想，并当
场发出建立家长委员会的建议和
邀请。与此同时，升学部负责人孙
冬梅等领导并邀请教学专家到
场，就家长们关注的春季高考相

关政策及问题向大家作了详细解
读，与他们进行了细致沟通。

迎新当天，该校师、生两类学
雷锋志愿者服务队近400位成员，
自早7点到晚6点，始终在现场热情
地引领新生，主动提供咨询，帮助
解决报到时遇到的问题，让他们和
家长倍感亲切和温暖。此举为广大
新生更快融入到新环境，潜移默化
地培养乐于助人的优良品质营造
了起到了良好效果，成为今年迎新
工作中的一大亮点。

聊城高级财经职业学校喜迎新生报道

挂失声明
聊城市东昌府区华艺玻璃精品壁纸不锈钢经营部因管理不慎，公章丢失，

原公章作废，声明作废。

聊城市东昌府区华艺玻璃精品壁纸不锈钢经营部

2018年9月13日

挂失声明
李子涵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M370938733。性别：男，2008年8月18日出

生，接生机构：东昌府区妇幼保健院，母亲：王红梅。特此声明。

挂失声明
山东芒果国际旅游有限公司，开户许可证丢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4710000696802，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临清市青年办事处西十长屯聚盛食品批发商行因管理不善不慎遗失临清

市市场管理局2015年7月28日核发的个体经营营业执照副本，执照注册号

371581600349564，声明作废。

临清市青年办事处西十长屯聚盛食品批发商行

2018年9月13日

清算公告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聊城市誉祥建材有

限公司2018年8月18日的股东决议解散，现已成立清算组进入清算阶段，请有关

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

四十五日内，提交有关证明材料到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及办理债权登记手

续。

特此公告！

联系人：杜立涛

电话：15306359166

联系地址：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柳园办事处利民西路京都商城B幢5楼

508室

聊城市誉祥建材有限公司清算组组长：杜立涛

2018年9月13日

清算公告
聊城市泰合汽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502MA3CB1524K，经股

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

内向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2018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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