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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把节节日日温温暖暖送送到到重重灾灾乡乡镇镇
为为灾灾区区人人民民发发放放慰慰问问金金227777880000元元

本报菏泽9月25日讯(记
者 张建丽) 中秋佳节来
临之际，为落实省委省政府
要求，充分体现党和政府对
全市受灾困难群众的亲情关
怀，9月21日，菏泽市领导代
表市委市政府，分别带队前
往曹县孙老家镇、单县杨楼
镇、成武田集和定陶马集等
重灾区乡镇进行慰问，为受
灾群众送上了诚挚的关心和
问候，并为每个重灾区乡镇
带去了10万元慰问金。

在重灾区乡镇，市领导
分别听取了重灾区乡镇救灾
及灾后重建情况汇报，在了
解到灾区群众已经恢复正常

生产生活后，对县乡政府工
作表示肯定，并指出灾后重
建工作任重道远，要继续加
大倒损房屋重建修缮、公共
基础设施修复、水利工程改
善、农业复垦等方面的工作
力度，尽力挽回群众损失，
做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工
作。

各县区慰问活动也在
加紧开展中，截至9月21日18
时，各级政府部门、乡镇干部
已走访慰问21个乡镇，111个
重点村，230个重点户，为灾
区 人 民 发 放 慰 问 金 共 计
277800元，送去慰问品折合
款项15820元。

本报记者 赵念东

9月25日上午，菏泽市物价
局副局长郑守存与相关科室负
责人做客政务服务热线，现场
接听群众来电，并就优化营商
环境为企业减负、部分小区水
电价格超过政府规定价格以及
幼儿园收费管理等方面问题与
市民进行交流。齐鲁晚报·齐鲁
壹点记者从现场获悉，该局进
一步深化一次办好改革优化营
商环境，大幅减少涉企收费项
目，预计每年可减轻企业负担4
亿元。

优化营商环境
大幅减少涉企收费项目

据市物价局副局长郑守
存介绍，该局出台了《菏泽市
深化改革全面清理规范涉企
收费的实施意见》，并根据有
关收费政策变化情况，先后6

次对涉企收费目录清单进行
修订。

涉 企 收 费 项 目 大 幅 减
少，企业负担明显减轻。2013
年以来，中央和省先后十几
次调整收费政策，大幅度取
消、停征、减免收费项目，降
低收费标准，山东省取消了
全部省级立项的行政事业性
收费项目，实现了省级立项
项目“零收费”。

郑守存说，目前全市还有
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13项，比
2 0 1 3 年 减 少 了 8 0 项 ，减 少
85 . 12%；政府定价涉企经营
服务性收费15项,比2013年减
少11项，减少了42 . 31%；市级
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性收费31
项，比2015年的48项减少了
35 . 42%；进出口环节政府定
价和政府指导价收费仅剩1
项。“这些政策的落实，预计每
年可减轻企业负担4亿元。”他
说。

小区电、水价格超标
受诸多因素影响

近期，菏泽多个小区业主

拨打本报热线电话反映，他们
所在小区的水电费价格超过了
国家标准，对此争议很大。记者
在现场了解到，有的居民小区
生活用电超过国家标准的问题
确实存在，主要是由于目前部
分小区未进行“一户一表”改
造，供电部门只抄表到小区的
总表，由于小区自行建设的供
配电设施标准低，损耗大，再加
上管理不善等原因造成总表与
分表合计差距过大，小区物业
公司就把表差分摊到各户，所
以到户电价就高于国家规定的
标准。

针对此类问题，市物价局
建议小区和供电部门协商，尽
快进行改造，以解决电费高的
问题。对于不能及时改造的，物
业公司应严格执行国家的转供
电价格政策，对于产生的损耗
等方面的支出，要据实核算另
行收取，并进行张榜公布，自觉
接受业主的监督。

对于部分小区业主反映
自来水价格超过了政府规定
价格，没有执行政府规定的到
户综合水价每方3 . 05元，是由
于这部分小区的居民用水没

有实行“一户一表、计量出
户”，合用一块总表，自来水公
司抄到总表，小区内供水由物
业公司管理。高层小区存在二
次供水的加压费用，还有的小
区管理不善，可能存在损耗
大、甚至偷水现象，物业公司
在收水费时将二次加压费用
和损耗分摊到各户身上，因此
各户感到水费高。

对于这种情况，小区物业
公司应该加强用水管理，同时
在收取水费时，要做到公开透
明，将二次加压费用和用水损
耗及分摊情况张榜公布，接受
全体业主的监督。为彻底改变
这种情况，物业公司应积极同
自来水公司协调，尽快进行“一
户一表、计量出户”改造，改造
合格后移交给自来水公司统一
管理。

幼儿园收取服务性收费
前提是幼儿家长自愿

幼儿园收费是近期社会反
映较多的一个问题。按照规定，
幼儿园收取保教费、住宿费、服
务性收费和代收费。其中代收

费是幼儿园为方便幼儿在园生
活，在幼儿家长自愿的前提下，
为提供服务的单位代收代付的
费用，包括意外伤害保险费、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床上用品
费。对此，市物价局有关负责人
强调，以上服务性收费和代收
费都是在幼儿家长自愿的前提
下进行收取。

在幼儿园收费管理方面，
是公办幼儿园保教费、住宿费
纳入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其
收费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
导价，按照幼儿园的分类等级
制定收费标准。省级十佳幼儿
园可在省级实验、示范幼儿园
保教费标准基础上适当上浮，
上浮幅度不得超过15%。

对于非营利性民办学前教
育(包括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保
教费、住宿费收费标准实行政
府指导价；其他民办幼儿园收
费标准实行市场调节价。民办
幼儿园调整幼儿园保教费、住
宿费标准应于开学3个月前向
社会公示，入园时要以合同约
定的方式与幼儿家长签订协
议，明确收费方式、收费标准、
收费期限等内容。

菏泽深化一次办好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大幅减少涉企收费项目

预预计计每每年年可可减减轻轻企企业业负负担担44亿亿元元

牡牡丹丹区区紧紧盯盯党党员员干干部部
涉涉黑黑涉涉恶恶腐腐败败和和““保保护护伞伞””问问题题

本报菏泽9月25日讯(记
者 张建丽) 近期来，牡丹
区纪委监委认真贯彻落实上
级工作要求，坚持焦点不散、
靶心不变，紧盯党员干部涉
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
题，加压鼓劲、积极推进。截
至目前，已初核28起40人，立
案12起，涉及“保护伞”问题
11起20人。

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张
贴公告、制作宣传展板等多
种方式，在各镇 (街 )、村 (社
区 )开展专题宣传6 0 0余场
次，着力提高党员干部和群
众知晓率、参与度。利用“清
风牡丹区”微信公众号，推送
相关文章17篇，进一步扩大
宣传范围，凝聚社会共识，唱
响“扫黑除恶”进行曲。

本报菏泽9月25日讯(记者
张建丽) 从业人员文明用

语、礼貌待人、规范服务；有高
效投诉处理机制，在显著位置
公布投诉电话；室内公共场所
设有禁烟标识，无烟区没有吸
烟现象……为认真贯彻落实菏
泽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推
进会议精神，进一步统一思想、
凝聚共识，日前，菏泽市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工作(卫生计生行
业)推进会召开，将医院的文明
建设列出9条细则进行落实执
行。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

明办主任尹慧萍指出，今年初，
菏泽市成功创建省级文明城
市，并被中央文明办确定为第
六届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
此外，对于各医疗卫生单位，医
院入口显著位置要有志愿服务
站，不能只有标识，要有志愿
者、有上墙的志愿服务项目，有
工作流程、活动展示、便民物品
等；合理设置垃圾桶、垃圾篓，
加强保洁力量，有垃圾、纸屑及
时进行清理，营造一个良好的
卫生环境。

会上，市卫生和划生育委
员会党委书记、主任陈宝华要

求，各单位，特别是医院外墙
立面、门诊挂号大厅、服务台、
候诊处、四周围栏、电子显示
屏、电梯内等广泛展示公益广
告，必须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讲文明树新风”、创城等
内容。

会议要求，各科室、单位要
切实增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责
任感，广泛动员部署，精心组
织，狠抓落实，自查自纠，确保
各项目标任务的落实。此外，近
期，市创城办将会开展一次暗
访检查，对各区、市直各行业主
管部门进行评分排名。

菏泽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卫生计生行业)推进会召开

将将对对医医院院文文明明建建设设情情况况进进行行暗暗访访

近日，郓城县委副书记孔静珣、县妇联主席赵秀兰带领郓城县巾帼志愿者协会的爱心人士来到
潘渡镇吴皮村，为村里60余名80岁以上老人送去月饼、烧鸡等节日礼品，与老人们一起提前庆祝中
秋佳节。 本报记者 李德领 通讯员 王鸿雁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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