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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谢晓丽
通讯员 李相池 王琛

为进一步便利老年人办事服
务，聊城市多措并举，落实“七心”
服务，切实破除老年人“办事难”
问题，让老年人能共享智能化便
利服务。聊城明确要求各级政务
服务中心办事窗口不得拒收群众
现金，简化手续，提供帮办代办服
务，保留线下服务渠道并向基层
延伸。

缴费方式更舒心。聊城明确
要求各级政务服务中心办事窗口
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告
示等单方主张的方式拒收办事群
众现金，特别是水、电、气等基本
公共服务费用、行政事业性收缴
费用，坚持保留现金、银行卡等支
付方式，以方便老年人缴费。

帮办代办更省心。在各实体
大厅、镇街便民服务中心设置老
年人专用窗口；在便民服务站采
取“流动办”和“承接办”服务方
式，站内可办业务实行即来即办，
业务办理流动化，对于老年人等
不方便入厅人员，采取帮办人员
入户办，上门办。对于未进驻社区
服务站事项，老弱病残不方便现
场办理的群众，收取资料承接办
理；在便民服务点实行村级“委托
办”“上门办”服务模式。

线下渠道更称心。近一步完
善网络信息化建设，各实体大厅、
镇街便民服务中心专门为老年人
提供语音引导、人工咨询等服务，
为方便老年人服务事项便捷办
理，让老年人办事少跑腿。保留线
下服务办理渠道，并尽可能地向
基层延伸，特别是医保、社保、民
政、出入境、生活缴费等老年人高
频办理事项。

防疫管理更安心。对无法使
用智能手机自行出示“健康码”的
老年群体，通过优化政务服务，完
善“健康码”管理、开设“老年人绿
色通道”，采取查验身份证、社保
卡、老年卡等有明确信息登记的
证照，由工作人员代录入或进行
人工登记，确认体温正常、佩戴口
罩后即可进入大厅，提升老年人
办事体验。

简化手续更贴心。针对老年
人高频办理事项，进一步推进政
务数据共享，实现医保、社保、公
安、司法、民政等民生服务事项
便捷办理，让老年人办事少出
门、少跑腿、少花钱。优待服务更
暖心。对七十岁以上老年人提供
优待服务，如等候优先、全程导
引、帮办代办、延时办理、上门服
务等政务服务。便利设施更顺
心，为老年人营造“家庭·亲人”
政务服务环境。

本报济南1月20日讯（记者
戚云雷 通讯员 贺可凤） 为
推动落实安全生产责任，保障安
全发展，近日，天桥区南村街道纪
工委对辖区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情
况进行了专项监督检查。

检查组深入驻地单位、生产
经营单位实地查看安全生产基础
设施建设情况，认真查阅和听取
了解自查自纠机制落实情况，对
现场发现的问题督促立即整改、
迅速消除隐患，并跟踪督导督办。

下一步，南村街道纪工委将
坚持问题导向、狠抓高效落实，聚
焦属地管理责任、综合监管责任
等方面，深入开展专项监督检查，
为南村良好的安全环境提供坚强
的纪律保障。

本报济南1月20日讯（记者
夏侯凤超 通讯员 史大鑫）
济南市天桥区堤口路街道办事处
全力落实市、区关于“三小一堆”
专项治理工作精神，在全办范围
内开展“三小一堆”专项治理行
动。重点就辖区封闭式、开放式居
民小区区域内的“三小一堆”展开
治理。治理行动坚持“一把尺子量
到底”的原则，联合堤口路执法中
队、社区、物业，通过前期摸底、台
账上报、专项整治三步走的步骤
有序开展。

“三小一堆”为小棚子、小顶
子、小菜园、垃圾堆，专项治理行
动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细化责任
分工，通过制定工作方案，成立工
作专班，以网格路长、社区城管员
巡查为抓手，开放堤口城管热线
为问题反馈途径，及加大宣传栏、
微信群、社区报等传统宣传与新
媒体宣传相结合，引导辖区居民
理解、支持、参与的方式，在全办
范围内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专项治理工作开展前社区、
物业在小区明显位置张贴告知
书，告知居民自行清理，工作开展
后按照“治理一片 ,清理一片”的
原则，及时、全面地清理了治理后
的垃圾，确保“三小一堆”专项治
理工作不扰民，坚决做到民心工
作入民心、顺民意。

1月20日，随着G5286列车于7:11从平度站发出，平度至青岛主城区市域列车正式开通运营。19
日，莱西至青岛主城区市域列车开通。至此，平度、莱西作为青岛后花园正式迈入半小时生活圈。此
前，随着青岛地铁8号线北段通车，胶州提前接轨青岛主城区，青岛三个县级市全部融入青岛的半小
时生活圈。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赵波 摄影报道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姜曼 公绪成

蔬菜品相好
上海不愁卖

1月11日，临沂市“实施三
步走 对接长三角”系列主题
报道活动采访团来到上海浦东
新区，在上南路3787号的灵杨
农贸市场内，市民鲍女士正在
选购新鲜的菠菜。“菜新鲜、品
相好，看见鲁Ｑ，阿拉老开心
额。”说起这个市场的青菜，鲍
女士这样评价。

当日，灵杨农贸市场内像
往常一样人来人往。蔬菜经营
户、32岁的马晓刚来上海七八
年了，他熟悉这个市场的行情。

“这些绿叶菜基本上当天进货、
当天销售，全部新鲜。”马晓刚
介绍，黄瓜、西红柿、辣椒、莴笋
等七八种蔬菜都来自老家(临
沂)，一天能卖4000元左右。

兰陵县蔬菜产业发展中心
主任付成高介绍，全县以市场
为导向，实施“七大工程”“五个
标准化”，促进兰陵蔬菜在“五
品”（品类、品牌、品种、品质、品
相）上的全面改良提升，产运销
各环节全面标准化，实现普菜
进校企、净菜进社区、精品进超
市、精深加工品进网络的科学
销售布局。通过育苗企业引进
名、优、特蔬菜新品种，实施“品
类结构调整”工程，实施“一村
一品”规划，示范推广叶菜类种
植。依托国家数字农业试点县

项目建设，在全县主要农产品
生产基地、合作社、市场等，开
展蔬菜产品分级分拣。

抱团闯市场
业态在升级

对接长三角，苏沪杭是不
可或缺的中心城市。在这些城
市里，从业者们的经营业态也
实现升级，由单兵作战向抱团
发展转变，逐渐在当地扎下根。

1月13日上午，苏州现代农
产品物流园南环桥市场内，一
辆辆鲁Q牌照的大货车停放在
市场内，工人忙着装卸从临沂
运来的新鲜蔬菜。黄瓜、辣椒、
胡萝卜、莴笋……这些新鲜蔬
菜不久将进入苏州市各大商
超、市场。

南环桥市场副总经理、兰陵
县驻苏流动党委书记蔡向云带
领兰陵老乡开始整合、抱团发展
蔬菜事业，长达一公里的“苍山

（兰陵）一条街”逐渐兴旺起来。
50%的菜商都是兰陵人，蔬

菜占据市场的65%以上。蔡向云
用数字阐述“苍山（兰陵）一条
街”的红极一时。直到现在，兰
陵蔬菜65%的占比一直没有变，
兰陵人却逐年在增加。

蔬菜街、生鲜市场……这
些业态的升级，助力“产自临
沂”的品牌效应逐渐壮大起来。
无锡山东兰陵商会会长、苏州
友期庄生鲜有限公司董事长杜
敏以兰陵老家“友期庄”作为市
场名称。“市场内大都是来自临
沂的蔬菜，而且40多商户都是

临沂人。”用老家村庄名做品
牌，更多的是对家乡农副产品
的自信。

基地规模化
营销品牌化

临沂市委、市政府统筹推
进乡村振兴、实施“三步走”部
署，临沂市农业农村局主动对
接长三角农产品市场，培育特
色产业，推动生产标准化、基地
规模化、营销品牌化，加快农业
生产结构调整和新旧动能转
换，全力打造长三角“菜篮子”

“果篮子”“肉篮子”“米袋子”等
直供基地。

临沂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
研员慕国庆介绍，临沂市推进
基地规模化，引导每个县区梳
理确定1至3个左右的特色主导
产业予以重点培育，持续扩大
产业规模，会同上海蔬菜集团
对符合条件的优质农产品供应
基地进行认定、授牌，目前已初
步筛选143个候选供应基地，年
底前将授牌100家。

此外，还实施营销品牌化，
以“产自临沂”为统领，持续推
进临沂优质农产品推介活动，
制作临沂市优质农产品品牌目
录，涵盖十大产业，513个单品
的品牌目录。今后，临沂市将逐
步提升基地产出农产品的质量
和档次，推动农产品分级分类，
加快冷链物流建设，构建以销
定产、以销促产、产销结合的产
销体系，全力建设长三角中心
城市农产品供应基地。

“七心”服务
破解老年人办事难

南村街道纪工委

压实安全生产责任

堤口路街道开展

“三小一堆”专项治理

打造“菜篮子、果篮子、肉篮子、米袋子”直供基地

“产自临沂”闯长三角
农产品在那扎下根

临沂蔬菜品相好，
在上海不愁卖。腰包鼓
起来的从业者们，实现
由单兵作战向抱团发展
转变，经营业态也实现
升级，进而助力“产自临
沂”品牌在当地做大做
强。临沂市加快农业生
产结构调整和新旧动能
转换，全力打造长三角

“菜篮子”“果篮子”“肉
篮子”“米袋子”等直供
基地。

青岛：市域列车又通一城，半小时生活圈更近了

淄博

苏州友期庄生鲜市场，临沂蔬菜受欢迎。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公绪成 摄

聊城

省内率先实现
“电子两证”全面应用

年可减少40万份纸质材料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马玉姝 通讯员 姜兴国

为了持续推进“减证便民”行
动，优化营商环境，近年来，淄博
市以信息化、数字化为切入点，聚
焦企业群众办事和日常生活中使
用频率最高的居民身份证、企业
营业执照，自去年5月在山东省率
先实现电子身份证、电子营业执
照（简称“电子两证”）在政务服
务、市场监管和社会化场景中的
全面应用。

政务服务实现“电子两证”全
领域应用，全市办理4067项政务服
务事项不再需要提供身份证，办
理2937项政务服务事项不再需要
提供营业执照，年可减少纸质材
料40万份；社会化场景实现“电子
两证”广泛应用，全市40余家快递
企业的1100余家快递网点外发快
递件以及340家网吧、105家民宿不
再需要群众提供身份证原件；全
市10余家银行所属网点不再需要
群众提供营业执照原件。多种应
用场景均为全省首创、全国领先。

群众通过“爱山东App”或
“淄博微警务”微信小程序即可免
费获取本人电子身份证。企业在
办理营业执照登记注册时，同步
在“电子营业执照”微信小程序上
免费生成电子营业执照。企业群
众利用手机注册并通过认证后，
便可获得与实体身份证、营业执
照唯一对应的“电子身份证”“电
子营业执照”。

目前，政务服务网、淄博市政
务服务平台以及社保医保、公积
金、不动产等市级政务服务业务
系统已全部接入“电子两证”系
统，系统接入率100%。快递、民宿、
金融等社会化场景中也都接入了

“电子身份证”系统。为发挥电子
证照线上流转的优势，进一步深
化政务服务流程再造，淄博市打
通行政审批、公安、人社、银行等
多个部门单位间的行业壁垒，实
现电子营业执照在企业开办、公
章刻制、银行开户等政务服务“全
流程”的共享核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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