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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滨州

重新闻

滨州市工商局局长张文峰做客“中国滨州”政府网在线访谈

市民营经济总量突破10万户
本报记者 王晓霜 张卫建 通讯员 王玮

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服务企业发展

网友“燕子”：能不能请张
局长首先介绍一下工商部门
在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服务企
业发展方面的工作情况？

张文峰：今年以来，全市
各级工商部门努力在服务经
济发展上“攻坚破题”，重点抓
好了强化政策服务力度、开展

“走企业、听建议、解难题、促
发展”活动、实施“中小微企业
成长工程”、推进商标战略实
施、实施企业融资服务五个方
面的工作。自活动开展以来，
共走访企业 4 1 8 2户，收集企
业意见和建议235条，提出改
进服务对策举措114条。

截至今年5月底，滨州市
各类民营经济总量首次突破
10万户，同比增长16 . 6%，增
幅居全省第二。注册资本(金)
达到1449 . 74亿元，同比增长
24%，增幅居全省第五。其中，
户 均 注 册 资 本 ( 金 ) 达 到
144 . 31万元，居全省第一；今
年全市新增注册商标766件，
注册商标总量达到 9 2 3 8件；
新增中国驰名商标2件，驰名
商标总量达到16件。

网友“k t d”：我从去年开
始在高新区包了一块地搞苗
木繁育种植。最近在报纸上看
到有工商局登记家庭农场的
消息。我想问这个登记怎么
办，手续麻烦不？

张文峰：这位网友您好。
您所说的家庭农场属于农业
新型经营主体的一种。省工商

局今年出台了《山东省家庭农
场登记试行办法》，对家庭农
场的登记范围、组织形式、登
记管辖、登记名称称谓、经营
场所 (住所 )、经营范围、出资
方式、提交材料、登记收费等
内容做了明确规定。主要特点
有以下三个：1、自愿申请登
记。2、简化登记条件。3、与农
业等部门对接，便于享受涉农
优惠政策。具体登记政策可以
向高新区工商分局登记窗口
去咨询办理。

遇到经营纠纷
可向工商投诉

网友“s ibo”：我在滨城区
开了好几家便利超市，都是用
的同一个名称，也注册了商
标，如果我想搞连锁经营，请
问工商局有什么支持政策吗？

张文峰：这位网友您好。
现在工商机关的政策是大力
支持各类企业利用连锁经营、
特许经营、电子商务、物流配
送、专卖店、专业店等现代流
通组织形式开拓市场。就您所
说的情况，在办理连锁经营
时，需要办理前置审批的，由
总部统一申办批准文件，下面
的连锁门店凭总部的批准文
件申办营业执照。这样就不需
要一家一家的连锁门店分别
办理了。详细政策可以到工商
部门的登记窗口咨询。

网友“蓝色雨”：张局长，
您好！刚买了一部手机，购买
手机的发票丢了，但是手机还
在三包期内，现在经常死机，
还能投诉吗？

张文峰：您这种情况可以
进行投诉。只要按照主机机身
号(IMEI串号)显示的出厂日
期推算仍在三包有效期内的，
应当以出场日期后第9 0日为
三包有效期的起始日期，销售
者、修理者、生产者应当按照
规定负责免费修理。

网友“妮妮”：请问在家具
城买的家具怎么判定是商家
所说的全实木的，如果商家以
实木的价格卖给我板材的家
具，我该怎么向他们索赔？先
去消费者协会投诉吗？

张文峰：您需要先到检测

部门进行鉴定，比如到滨州市
质量监督检验所等有法定检
测资格的机构进行检测，并出
具检测报告。如果鉴定结果证
实是非全实木的，请您凭法定
鉴 定 报 告 和 购 物 发 票 到
12315进行申诉和举报。

在国内家具市场上，很多
商家宣传的实木家具是指框
架为实木的家具，台面、门板、
侧板等有可能是人造板，消费
者需要特别注意！要想鉴定是
否是全实木的，可以到质量监
督检验所等有法定检测资格
的机构进行检测。

防范网购诈骗
工商教您几招

网友“dudouzi1988”：现在
网上购物陷阱很多，怎样防范
网购诈骗呢？

张文峰：针对网购诈骗案
件多发的情况，我们提醒消费
者在网购过程中要做到以下
几个方面，防范落入网购诈骗
陷阱。

首先，要对所购物品有
一定的了解，在网上购物也
要做到“货比三家”。不光要
比价格，也要对比物品的质
量等。对于出价过低的物品，
消费者需谨慎选购，查看一
下同类物品在其他网站或网
上商铺内的售价。其次，注意

商家网站域名和红盾标志，
找知名的大型网站购物比较
安全。同时要核实该网站是
否 已 经 作 为 经 营 性 网 站 备
案，在工商部门备案过的网
站，出现购物纠纷也比较容
易找到投诉对象。第三，仔细
甄别网络卖家留下的联系方
式及相关信息。第四，利用网
上搜索引擎，查询供货者的
信息中留下的联系电话、联
系人、公司名称以及银行账
号等关键信息是否一致。第
五，查看产品信息和消费者
反馈。制作和维护一个商品
丰富、产品信息齐备的网站
需要付出不低的成本，骗子
网站由于干不长，一般不愿
意在这方面多下功夫。第六，
尽量去大型的、知名的、有信
用制度和安全保障的购物网
站购买所需的物品，这些网
站大多采用安全性较高的支
付工具作为“第三方交易中
介”，或是实行先到货后付款
等保护消费者的购物方式。
第七，不要轻易将自己的网
络账号、信用卡账户和密码
泄露给陌生人，尽量不要使
用公用的电脑进行购物、支
付等。第八，如发现有网站发
布不良、违法信息及涉嫌诈
骗的，应及时向公安机关举
报或报案。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承
担着非常重要的职责。今
年以来，滨州市各类企业，
尤其是民营市场主体持续
保持了一个较快发展的态
势。11日上午，滨州市工商
局局长张文峰做客“中国
滨州”，就有关工商行政管
理、市场监管、交易、商品
质量等方面的问题与广大
网友进行了在线交流。

博兴县长殷梅英将做客“中国滨州”与网友在线交流
博兴县委副书记、县长殷梅英，将于2013年7月15日上午10时，做客“中国滨州”政府网，围绕“坚持‘五位一体’，推进‘四化同步’，加

快富裕、活力、生态、文化、幸福新博兴建设”主题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网友可通过滨州政府府网公众参与专栏提交
问题，欢迎踊跃提问，积极参与。

(记者 王晓霜)

滨州市工商局局长张文峰（左）做客“中国滨州”在线访谈。
本报记者 王晓霜 摄

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

安全技术考核基地开建

本报7月11日讯(通讯员 刘飞
记者 王丽丽) 11日记者了解到，为
加强全市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管
理，防止和减少建筑施工安全生产事
故的发生，深化市建筑施工安全生产
基层基础，滨州市开始筹建全市建筑
施工特种作业人员实际操作能力考核
基地。

特种作业人员一直是影响建筑施
工安全的重要因素，一直以来，建筑施
工特种作业人员的考核以理论考核为
主，未进行实践考核，存在严重管理缺
陷，造成了特种作业人员实际操作能
力差的问题。

市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安全
技术考核基地建成后，不仅为从事建
筑施工高危作业的人员提供系统的
安全技术、操作规范，培训考核的场
所，也为进一步规范全市建筑施工特
种作业人员管理、培训、考核起到了
决定性的作用。考核基地的建立将大
幅度提高滨州市建筑施工企业的安
全生产水平，有效降低各类安全事故
的发生。

省建机行业工作会

在经济开发区召开

滨州裕阳集团承办本次会议

并取得圆满成功

本报7月11日讯(通讯员 赵清华
董坤 记者 王晓霜) 9日，山东省

建机行业骨干企业工作会议暨建机协
会第三次全体理事会议在滨州经济开
发区召开。滨州裕阳集团作为民营企
业具体承办本次会议，赢得与会人员
的高度评价。

会议总结交流了行业龙头骨干企
业在转型升级、结构调整、自主创新等
方面的成功经验和支持培育发展行业
龙头骨干企业的主要做法，并研究部
署了下一阶段推进行业龙头骨干企业
发展的工作和任务。会上还通报了全
省建机行业管理和发展情况，布置了
全省建设机械行业“十大品牌”和“优
秀企业家”评选等工作。

裕阳集团2000年开始代理铝型材，
2004年铝厂投产，从2条挤压生产线到
今天30条生产线，从年销售5000万的小
型企业到今天超50亿的中型企业。目
前，裕阳集团拥有六大生产基地，即铝
型材深加工、食品、房产、熔铸、门窗、
玻璃。近年来，裕阳集团先后荣获“全
国同行业五十强”、“中国建筑型材行
业骨干企业”等荣誉称号。为山东省建
机行业常务理事单位，具有金属门窗
施工壹级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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