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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2 月 11 日讯 (记者
于潇潇)日前，潍坊市人民政府办
公室发布关于贯彻落实山东省
贯彻《工伤保险条例》实施办法
有关问题的通知。根据通知，潍
坊工伤职工在停工留薪期内，原
工资福利待遇不变，且不低于潍
坊同期最低工资标准。同时，通
知对工伤职工就医的交通、食宿
费用等作出了明确规定，相比起
旧《工伤保险条例》，新条例更完
善，内容更清晰。

通知上规定，工作职工因工
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
需要暂停工作接受工伤医疗
的，停工留薪期内原工资福利
待遇不变，且不低于本市同期
最低工资标准，由所在单位按
月支付。

通知对 1 至 4 级工伤职工
基本养老金发放工作做了详细
规定：1 至 4 级工伤职工办理退
休手续后 ,凡因缴费年限不足 ,不
能享受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待

遇的 ,按本人退休前最后一个月
的伤残津贴数额发放基本养老
金；符合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条
件 ,但其基本养老金数额低于本
人退休前最后一个月伤残津贴
的 ,差额部分由养老保险基金代
发 ,并纳入今后养老保险待遇调
整的基数。

同时，通知上还对工伤职工
就医的交通、食宿费用等作出了
明确规定：工伤职工在潍坊市内
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标准为每

天 12 元定额；到潍坊以外就医、
配置辅助器具的工伤职工根据
自身身体情况选择适合的汽车
(不包括出租小汽车)、城市轨道、
火车(限硬卧、硬座、动车二等座、
高铁二等座)、轮船(不包括旅游
船且限三等舱)等交通工具，凭原
始单据报销一次往返程交通费；
到本市以外就医、配置辅助器具
的工伤职工，伙食费标准为每天
20 元定额；在潍坊以外就医期
间，因故不能办理住院手续的，

院外住宿最长不超过 5 天。院外
住宿期间，住宿费最高报销标准
为每天 150 元 ,凭原始单据据实
报销。

记者从潍坊市人社局了解
到，本通知从即日起执行。其
中，对工伤职工就医的交通、
食宿费用的规定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在 2011 年 1 月 1

日至今就医的工伤职工，可凭
有效单据据实报销交通、食宿
费用。

潍坊执行新《工伤保险条例》
工伤职工就医的交通、食宿费用可据实报销

本报 12 月 11 日讯(记者 董惠
通讯员 刘瑞全 李建忠)11 日，记者
采访了解到，目前，寿光蔬菜实行产销

“实名制”，要求业户在自家摊位前标注
生产者姓名等联系方式，通过从各个环
节严把质量关，保障蔬菜安全。

食品安全事故频发，让消费者对食
品行业产生了信任危机，为让市民安全
购菜，近些年来，寿光从蔬菜生产、销售
到物流各个环节逐步实现了“实名制”，
11 日，记者来到寿光一家蔬菜生产基地
的监控室，随手拿起一盒包装好的蔬
菜，在显示器上一扫，电脑屏幕上显示
出这盒蔬菜生产过程的完整信息：种植
户、大棚所在地址、蔬菜生长情况、用药
用肥情况、采摘时间等。

不仅生产基地的蔬菜生产实行“实
名制”，记者来到稻田镇吴家村北一个

“购销点”，负责人刘长沙手拿一本《蔬
菜市场进销货台账》向记者介绍，这一
堆是哪个村谁的，这一堆是谁的。顺着
看过去，蔬菜箱子整整齐齐堆成堆，而
且每个箱子上都写着村名和人名，台账
本对种植户和货主的信息有着详细的
记录。在购销点上，邻近兴隆村的杨志
良来卖西红柿。他说，兴隆村约 300 户，
平均每户近 3 个大棚，大部分都种植西
红柿。除了在成产过程中要记录，每个
人每次来卖菜都要在购销点登记，在菜
箱上写上自己的名字，还要在各种登记
本上写下许多相关信息，接收抽检。“虽
然比以前麻烦了，但消费者买着放心，

也是对我们农户的保护”。
随后，记者来到全国最大的农产品

交易市场——— 山东寿光农产品物流园。
在交易大厅，业主在摊位上方也都悬挂
着自己的姓名和交易品种，格外醒目。
业主赵龙新介绍说，“实名销售帮了大
忙，这样做既方便了买主选择，也加强
了自律意识，现在蔬菜的销路更好了”。

“实名制就像是身份证，一方面可
以促使业户加强自我约束；另一方面，
各种信息一目了然，也减少了消费者的
顾虑。实现实名制后，顾客在超市里就
可以用蔬菜查询机通过蔬菜质量安全
监管追溯系统得知详细的生产信息。”
寿光市燎原果菜生产基地负责人李春
香说。

寿光蔬菜产销实行“实名制”
种植户、用药情况、采摘时间一目了然

本报 12 月 11 日讯(通讯员 常焕志 魏群生)

近日，寿光市国税局圣城分局组织召开了 “服务面
对面，征纳零距离”座谈会，会上，主动聘请 30 名寿
光市党政机关领导、企业负责人、财务主管及办税人
员担任纳税服务监督员，以监督纳税服务工作。

寿光市国税局圣城分局为提高纳税服务水
平，组织召开了一场“服务面对面，征纳零距离”座
谈会。邀请 40 家不同类型纳税人代表参加座谈，
就寿光国税局圣城分局纳税服务工作问题进行了
全面深入的交流。会上，该局领导向纳税人代表介
绍了近年来寿光国税局圣城分局纳税服务工作情
况，重点介绍了为提高纳税服务质量所采取的各
项措施。随后，各纳税人代表依次发言，并对办税
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发表了看法，提出许多合理化
意见。该局郑重承诺，对纳税人代表提出的合理意
见和建议，立即着手落实，对于在该局权限范围内
无法解决的问题，马上开展调研，积极向上级反应
情况，建立纳税人诉求反馈机制，尽快落实，尽快
回复。

在会上，主动聘请 30 名寿光市党政机关领
导、企业负责人、财务主管及办税人员担任纳税服
务监督员，颁发聘书及证件，以监督分局的纳税服
务工作。同时就如何做好社会监督进行了广泛交
流。据介绍，监督员有权监督、检查该部门及其工
作人员执行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政策的情况，可
以了解、反映纳税人和社会各界对国税部门及其
工作人员税收执法、办税服务、行政效率方面的意
见和建议，协助宣传国税部门纳税服务体系建设
的有关内容。

本报 12 月 11 日讯(记者 董惠 通讯员 井
光臣)11 日，记者从市政养管处了解到，明年将对
共计 20 万平方米的市区小广场从规划到铺装进
行统一设计改造，从而进一步提升城市形象。

近几年，养管处加强精细化管理。对管辖区道
路实行了网格化责任管理，并对城区主干道进行
了全面的缺陷整治，在无障碍设施建设中还发明
创造了盲道切割新技术，弥补了建成路上空缺的
盲道，市民出行变得更加安全方便。

而在明年继续推进的精细化管理上，养管处
提出对市区内小广场进行统一规划和铺装。据了
解，现在市区小广场属于各个区管理，有的铺大理
石，有的铺荷兰砖，还有的铺水泥方砖，各式各样
的都有，给外来人的感觉是这个城市的小广场杂
乱无章，与现代化的城市风格极不配套，所以统一
规划和统一铺装很有必要。据养管处相关负责人
介绍，此次小广场精细化管理共涉及 20 万平方
米，统一“梳妆打扮”的小广场，在美化城市景观的
同时，将进一步提升城市形象。

本报 12 月 11 日讯(记者 张浩
通讯员 张炳真 刘成文)11 日，记者
从潍坊市质监局获悉，潍坊市、区两级
政府拨付 356 万元专项奖励资金，对潍
城、奎文、坊子、寒亭、高新五区 10 个单
位 2010 年主持或参与制修订的 27 个标
准化项目进行了资助奖励。同时，潍坊
市还专门拿出 20 万元，作为潍坊市质
监局开展项目评审及标准化推进工作
的专项经费。

据了解，为全面推进实施标准化战
略，发挥标准在自主创新、产品竞争和
国际贸易等方面的重要技术支撑作用，

2008 年，潍坊市质监局与市财政局联合
下发了《潍坊市实施标准战略资助奖励
管理暂行办法》。

该办法规定，凡在潍坊市注册(登
记或依法设立)的，有健全的财务管理
机构和严格按照财经法规建立的财务
管理制度，会计信用和纳税信用良好，
并按规定及时向有关部门报送财务会
计资料的工业企业，可以依法申请资助
奖励，资助奖励额度最高可达 100 万
元。

据介绍，此次资助奖励的标准项目
包括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山东耶莉

娅服装集团公司、潍坊恒联玻璃纸有限
公司等 10 个单位主持或参与制修订的
27 个标准项目，奖金总额 356 万元。同
时，潍坊市还专门拿出 20 万元，作为潍
坊市质监局开展项目评审及标准化推
进工作的专项经费。至此，从 2009 年开
始，潍坊市、区两级政府用于标准化项
目资助奖励的资金已达 578 . 5 万元。

受资助奖励的标准项目均达到了
国内同类标准的先进水平，对提升产品
质量，提高企业在行业中的“话语权”，
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甚至引领行业
的重新定位，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376 万元奖市区标准化项目
涉及 10 个单位的 27 项标准

30 名监督员

为纳税服务“挑刺”

市区小广场

将统一“梳妆打扮”

11 日，在潍坊市白浪河亚星桥附近，远远看
去河面上好像漂浮着浓浓的“雾气”。据了解，由于
亚星桥正在进行加固处理，工人对桥梁进行施工，
结果很多粉尘漂浮在河面上，远远看去像是有雾
气笼罩着白浪河。

本报记者 孙国祥 摄影报道

雾？粉尘！

向西部婴幼儿献爱心

近日，武警
潍 坊 支 队 开 展
了“支持儿童教
育福利事业，向
西 部 婴 幼 儿 献
爱心”的捐款活
动。支队官兵慷
慨解囊，踊跃捐
献，以实际行动
表 达 了 子 弟 兵
服务人民、关爱
社 会 的 责 任 感
和使命感，共筹
得 善 款 4 万 余
元。

通 讯 员
李 明 达 摄 影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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