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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枣庄 B03

家电补贴全市发了6亿多
以旧换新月底结束后，家电销量短期可能会下降

本报枣庄12月20日讯(记者
白雪岩) 为期四年的家电下乡政
策已经结束，而家电以旧换新政策
也将在本月底结束。

截至目前，枣庄市家电下乡产
品累计销售金额达453772万元，家

电 以 旧 换 新 累 计 销 售 金 额 达
193901万元，两项优惠政策共发放
补贴资金64658万元。

20日，记者从枣庄市财政局相
关工作人员给出的数据中获悉，截
至目前，枣庄市家电下乡产品共销

售1609404台，销售金额453772万
元，发放补贴资金52704万元；家电
以旧换新共销售500882台，销售金
额193901万元，发放补贴资金11954

万元。
记者了解到，两项优惠政策取

消后，家电销量可能会在短时间
有所下降，但家电卖场会根据实
际情况采取相应的促销措施，使
这一影响逐渐减弱。

位于市中区解放路的枣庄
某家电商场主管戚女士告诉记

者，从明年1月份政策结束后，该
家电公司会积极跟厂家沟通，每个
月至少搞1到2次的促销活动，加大
赠品力度，把最大的优惠让利给消
费者，以此缓冲政策结束对家电市
场销售的影响。

房子无人住

竟产生水费
3至10月份共产生70多元费用

客车频频停车揽客

山亭市中成“长途”

本报枣庄12月20日讯 (记
者 李淼) 20日，记者从山亭
区徐庄镇乘车赶往市中区竟
然花费了近两小时，途中停车
揽客现象十分严重，浪费了车
上乘客的时间。

20日12点20分左右，记者
在停车点等了大约10分钟，乘
坐从山亭区徐庄镇开往市中
区的中巴车。

乘车过程中，车子行驶的
相对缓慢，当到达白龙湾站
时，司机竟然将车熄火，记者
看了看表，此时时间为12点47

分。当记者询问售票员为什么
要停车时，售票员表示需要等
待几分钟。

12点57分，车辆开动，可
车子仅行驶8分钟，司机又将
车子停下，记者在车上等了5

分钟，期间售票员下车揽客，
当售票员将临时揽到的乘客
带上车后，车子再次开动。

但车子刚行驶两分钟，
又第三次停下了，此时售票
员再次下车揽客，并于 1 3点
2 0分左右开车。当记者抵达
枣庄市市中区时，已经是 1 4

点了。
车上的乘客表示，司机

私自途中停车等客、揽客的
行为浪费了车上乘客大量的
时间，希望有关部门可以严
格管理。

薛城检查酒类质量安全

5单位因索证不全被整改
本报枣庄1 2月2 0日讯 (通讯

员 吴玉英 陈建水 记者
崔维成 ) 为加强辖区餐饮环节
酒类质量安全管理，1 9日，薛城
区食安委组织区卫生局卫生监
督所对区内134家餐饮单位进行
了检查，并责令 5家问题单位进
行限期整改。

此次检查有针对性地对辖
区酒吧、歌舞厅、大型餐饮等重
点 场 所 、单 位 进 行 监 管 。采 取

“规范与打击相结合”原则，对
辖区餐饮单位酒类产品采购、使
用情况进行登记，建立台账，特
别是对洋酒进行全面检查、分类
管理，进一步规范餐饮单位的经

营行为。
加大对餐饮单位酒类产品

质量安全检查力度，重点检查了
酒类产品进货渠道、产品性状、
外观、标签等内容，还告知餐饮
单位必须将废旧酒瓶、瓶盖、外
包装等毁型后，方可销售给具备
再生资源回收资质的经营单位
和个人，销售时必须查验收购方
营业执照等相关证照、留存复印
件，并做好详细记录销售品种、
数量等信息。所查单位大部分能
够做到采购酒类产品索证索票
和台账管理工作，实现 产 地 溯
源。

执法人员要求各餐饮服务

单位在开展自查自纠的同时，还
要求其对内部食品安全工作进
行查疏补漏，及时整改。同时采
取电视网络宣传、发放宣传单等
形式，向餐饮服务提供者及从业
人员广泛宣传食品安全法律法
规、假酒危害，开展案例警示，促
其知法守法、诚信自律。

此次检查，共检查餐饮服务
单位134家，检查中发现，大部分单
位能够做到采购酒类产品索证索
票和台账管理工作，实现产地溯
源，但也发现5家餐饮服务单位存
在索证不全或不索证的现象，执
法人员对这5家单位下达了监督意
见30余条，并责令其限期整改。

本报12月20日C02版刊登了《横幅成“灾”》后，相关部门立即采取了措施。20日，记者再次来到文
化路看到该路段的横幅已经全部拆掉。一市民说，撤掉这些乱七八糟的横幅，感觉好多了。

本报记者 武春澍 摄

本报枣庄12月20日讯 (记
者 李泳君 武春澍) 家住
文化四村的李先生最近遇到
了蹊跷事儿，他的房子很久以
前就没有人住了，可是最近他
去缴房子水费的时候，发现房
子竟然产生了水费，这让他很
纳闷。

市民李先生告诉记者，他
在文化四村有一套住房，今年
3月份的时候，他们从该房搬
出，并于今年5月份时将房子
租了出去。李先生表示，他只
将房子租了一个月的时间，
可当他去水务单位了解时，
竟得知他房子从今年 3月份
到10月份包括滞纳金在内一
共 7 0多元，这让他感到很郁
闷。

“我现在住的房子每月
也就产生9元钱的水费，旧房
子没人住，为什么水费还这

么多。”李先生告诉记者，自
从搬家之后，他以为他的旧房
子不会产生水费，因此一直没
去缴费。

李先生说，20日他去水务
大厅缴纳新房水费的时候，顺
便查看了文化四村房子的水
费情况，没想到他的房子又产
生了20多元水费。

对于李先生的疑惑，记
者咨询了枣庄市供水公司的
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表示，房
子在没人住的情况下产生水
费，有很多原因。“因为新换
的水表比较灵敏，如果市民
家的供水管线出现暗漏或者
市民家庭用水器具没有关紧
的话，会流出一些水，而这些
同样也会产生水费。”该工作
人员表示，供水公司将会尽
快派工作人员到李先生家进
行调查核实。

横横幅幅撤撤了了

加强企业安全管理 铸造“信用枣庄”品牌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
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制度，需要以健全的社会信
用为基本构架。当今，信用
政府和信用社会建设已成
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尤
其是在注重加大企业安全
质量监管，防范企业风险的
新形势下，迫切需要铸造优
质的“信用枣庄”品牌。

一、信用是实施企业安
全管理的总阀门

今天，作为蓄势腾飞的
枣庄市，应大力塑造“信用

枣庄”品牌，以此为企业固
化好安全管理阀门。只有强
力塑造好“信用枣庄”品牌，
才能形成如中央领导提出
的“要在全社会大力加强道
德文化建设，形成讲诚信、
讲责任、讲良心的强大舆论
氛围。”

近年来我市信用建设
取得一定成效，信用环境有
所改观，使外来投资者信心
不断增强。

二、强力铸造“信用枣
庄”品牌，为企业安全培植
雄厚的信用土壤

种子只有生长在信用
的土壤里才能结出信用果
实。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

是一个地区综合竞争力和
文明程度的主要体现，是重
要的资源和生产力，是防范
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基础，是
投资者安心投资的沃土，是
促进企业安全、持续、快速、
健康发展的重要平台。尤其
是建设信用枣庄，关系到对
我市企业实施更优质高效
的安全监管，关系到创造公
平良好的竞争环境。为此，
需大力铸造“信用枣庄”品
牌。

三、铸造“信用枣庄”品
牌的建议与对策

第一，大力整顿社会信
用秩序，建立健全信用约束
激励机制。运用法律、经济、

社会监督等多种手段，维护
各类债权人包括银行合法
利益，坚决揭露和纠正逃废
债务行为；坚决维护法院在
债权债务纠纷审判执行中
权威性，维护产权关系变动
中履行法律文件如合同等
权威性；建立信用体系；学
习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建立
完善信用记录体系；政府相
关部门加大职能转变力度，
进一步做好政企、政资分
开，逐步形成完善的法治体
系、规范的政府管理体制、
公平的竞争机制，以良好市
场经济秩序和社会信用支
撑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框架。

第二，进一步健全完善服
务承诺制度。对政府提速中作
出的承诺，要逐条对照，狠抓
落实，决不失信于民。同时，要
结合新形势，扩大承诺范围和
内容，创新服务形式和手段。
拓宽监督渠道，建立承诺兑现
情况监测制度。对违诺单位和
人员严肃查处，公开曝光。

第三，进一步规范行政执
法行为。逐步简化行政审批程
序，完善规范行政审批“一条
龙、一站式”服务。改革规范企
业年检和行政年检行为，避免
任何干扰企业的正常生产经
营活动。建立行政机关人员进
入企业登记制度，坚决制止

“三乱”行为，建立经营部门对

公务员评议制度。
第四，加大“信用枣庄”建

设宣传力度，倾情倾力铸造
“信用枣庄”品牌。应把“信用
枣庄”建设作为一项长远的战
略任务，采取各种措施宣传教
育，在全社会大力弘扬诚实守
信良好风尚，创造优质的信用
政府和信用社会，以此为现代
企业安全提供强大信用保障。

总之，要如山东省重合
同守信用单位、诚信单位
的枣庄中联水泥一样，担
当起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
任的大任。要依靠广大群
众积极参与，自觉行动，为
整个社会的信用建设添砖
加瓦。 (赵威)


	Z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