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2
今日滨州

要闻
2013年8月14日 星期三

编辑：燕晓光 美编\组版：李冲

滨州市市委、市政府办公室联合下发《严禁党员领导干部大操大办婚丧喜庆事宜通知》

严严禁禁公公职职人人员员婚婚丧丧嫁嫁娶娶大大操操大大办办

公职人员办喜事
需10天前报告纪委

7月31日，滨州市市委、市政
府办公室联合下发《严禁党员领
导干部大操大办婚丧喜庆事宜通
知》，要求滨州市党员领导干部要
认真执行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报告
制度。操办喜庆事宜，应在事前提
前10天，填报《领导干部个人重大
事项事前报告》，报告内容包括：
领导干部及其举办婚庆事宜家庭
成员的姓名、工作单位、婚庆日
期，宴请时间、地点和规模等事
项，用车数量以及其他本人认为
需要向组织说明的情况。同时，

《通知》规定，报告经单位党委(党
组)主要负责人审核后报送市纪
委，并记入领导干部廉政档案。市
直各部门各单位科级及以下干部
要向市纪委监察局统管派驻组和
本单位党委(党组)报告相关事
宜，各县区科级干部要向县区纪

(工)委报告相关事宜。
通知要求，滨州市公职人员

在婚丧喜庆事宜中，严禁讲排场、
比阔气、铺张浪费、借机敛财；严
禁向下属单位和与自己行使职权
有关的单位、个人发放请柬；严禁
收受与本人行使职权有关或可能
影响执行公务的单位和个人的礼
金礼品；严禁使用单位公务车辆；
严禁用公款送礼金、送礼品；严禁
报销或变相报销办理婚丧喜庆事
宜的费用。确需办理婚庆事宜的，
要严格控制宴请范围和规模，邀
请对象主要限于亲属、挚友范围
内，严格控制车队规模，不得超过
6辆，宴席不准上高档烟酒、高档
菜肴，不准违反规定利用职权或
职务影响大操大办。

据了解，《通知》上的被监督
对象包括县级及以上领导1400多
人、科级及以上领导5000多人，再
加上单位、国企的一些是党员的
公职人员，共计1万多人。“除了婚

丧嫁娶之外，党员领导干部乔迁
新居、过生日、子女升学等宴请庆
贺也只能在家庭和直系亲属范围
内举行，不准邀请单位的同事、上
级、下属和与职权有关系的单位
或个人。 ”滨州市纪委党风办工
作人员表示。

《通知》实行半月
没收到一张请帖

“自从7月31日《严禁党员领
导干部大操大办婚丧喜庆事宜通
知》下发以来，快半个月了我还没
收到一张请帖。这样是放在前几
年，请帖早就收到五六张了。”在
市政大楼工作的公务员周先生对
通知的下发表示赞同，“早就该如
此了，喝喜酒、摆宴席太浪费了，
这个通知很及时，希望能长期延
续下去。”跟周先生一样对该通知
持支持态度的王女士也表示，仅
去年一年因为单位上领导、同事
结婚、升学、搬家就随出近两万块
钱，“人家发请帖了，也通知了，能
不去么？不去的话以后怎么相
处？”

另外，记者在滨州市纪委党
风办公室看到，《通知》出台之前，
公职人员申请报告的内容较为简
单，比如结婚申请报告上，除了写
清楚姓名、工作单位、婚庆日期之
外，基本没有其他内容。而《通知》

实行后，一份8月7日的婚庆申请
上写全了自己及家庭成员名单、
工作单位、婚庆日期、宴请地点、
时间、规模以及用车数量。

“在我印象里，滨州市5年之
内没有查处过一次大操大办行
为，也没有处理过一个干部，总体
情况还是比较好的。”滨州市纪委
党风办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近年
来，滨州市对党员领导干部等公
职人员廉洁自律工作一向较为重
视，大部分公职人员能够自觉遵
守各项规定，从俭办理婚丧嫁娶
等事宜。但从前一阵子滨州市委
督查室调研的结果看，仍有极少
数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大摆筵
席，讲排场、比阔气，借婚丧喜庆
等事宜大操大办，甚至收钱敛财，
造成广大群众不满。“在《通知》出
台之前，滨州市没有这方面的规
定，沿用的一直是90年代市精神
文明办出过的倡议，上面并没有
详细的细则。”工作人员表示，出
台该《通知》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
了部分公职人员利用婚丧喜庆等
事宜收钱敛财的现象。

一旦发现或被举报
追究责任绝不含糊

《通知》明确规定，滨州市各
级各部门各单位要把治理借婚丧
喜庆事宜大操大办、借机敛财行

为作为加强干部作风建设的一项
重要任务，坚决制止奢侈浪费行
为。各级各部门各单位主要负责
同志要认真履行党风廉政建设

“一岗双责”，对职责范围内违反
规定的行为要敢抓敢管，并对本
部门、本单位涉及婚丧嫁娶等事
宜的党员领导干部及操办人员提
前打招呼，防止问题发生。如发现
违反规定问题，应及时予以纠正。

同时，党员领导干部在办理
婚丧喜庆等事宜过程中，凡是因
各种原因未能拒收与行使职权有
关的单位和个人钱物的，必须在
三日内向所在党组织报告，并退
回或上交所收钱物。纪检监察机
关要会同有关部门，通过受理举
报、明查暗访、舆论监督等方式，
对党员干部在婚丧喜庆事宜等方
面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
婚丧喜庆事宜大操大办、借机敛
财等行为，一经发现，要依据党纪
政纪严肃查处，严格追究相关人
员责任，并对影响较大的典型案
件予以公开曝光。“依靠纪委等部
门检查是不得已的办法，其实最
好的方法是单位本身能避免、早
发现早处理，我们也只能是监督
他们，目的还是从根本上杜绝奢
侈浪费。”工作人员表示，市民若
发现此类情况，可拨打12388进行
举报。

文/片 本报记者 王晓霜 通讯员 赵文慧

今后，滨州市公职人员凡是出现婚丧嫁娶喜庆事宜讲排场、比阔气等
大操大办的情形，都将受到责任追究。日前，滨州市市委、市政府办公室联
合下发了《严禁党员领导干部大操大办婚丧喜庆事宜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对滨州市公职人员的婚丧嫁娶等事宜做出了详细具体的规定，一旦
发现将追究责任。市民也可拨打12388进行举报。

滨州市服务业增加值

上半年实现381 . 37亿元

网友：杨局长，请问目前
滨州市服务业发展的现状如
何？

杨焕清：近年来，服务业
发展已经成为滨州市转方式、
调结构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对
促进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
越来越重要的推动作用。

从今年的服务业发展情况
看，全市服务业整体发展情况
良好：上半年，全市服务业增
加值实现3 8 1 . 3 7亿元，增长
7 . 7 % ，占 G D P 的 比 重 达 到
35 . 3%；全市服务业规模以上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2 1 6 . 7亿
元，增长11 . 8%，占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的比重达到33 . 5%；
全市服务业实现地税税收收入

25 . 70亿元，增长31 . 4 %，占全
部地税税收收入的46 . 3%；全
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01 . 29亿元，增长12 . 86%。

投资新项目可申请

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

网友“火狐”：请问如果投
资建设一个新的服务业项目，
是不是有资金扶持？这些资金
的主要扶持领域有哪些？

杨焕清：目前，扶持服务
业重点项目建设的资金主要有
三类：国家、省及市服务业发
展引导资金。国家服务业发展
引导资金主要用于服务业发展
中的薄弱环节、关键领域和新
兴行业，重点支持处于产业化
起步阶段，市场前景好的新兴
服务业。

近年来，国家引导资金重

点扶持领域为生产性公共服务
平台。山东省服务业发展引导
资金重点支持发展现代服务
业，壮大新兴服务业，改造提
升传统服务业，开拓服务业发
展新领域。同时,用于国家引导
资金支持的服务业建设项目的
资金配套。近年来，围绕“转方
式、调结构和增财源”，重点培
育“四大载体”，主要扶持领域
为：现代物流、大型公共服务
平台、总部经济、文化创意、养
老服务、高技术服务业等。

力争年底建成20家

放心快餐直营店

网友“棉花糖”：“放心快
餐工程”是服务业发展局今年
主抓的一项重点民心工程，而
且也列入了2013年的市政府重
点工作。请问目前的进展情况
如何？

杨焕清：放心快餐工程实
施至今，已经发展到10家放心
快餐直营店、23辆快餐车。目
前，10家直营店以其干净整洁
的店面形象、丰富多样的菜品
种类、标准化的菜品结构、快
节奏的就餐方式、连锁化的运
营模式等特点，赢得了广大消
费者的认可和欢迎。

今年5月份，我局为首批
10家达到“放心快餐示范店”
标准的直营店进行了授牌，并
为其统一制作了放心快餐宣
传画在店内张贴。下一步 ,将
继续深入推进实施“放心快餐
工程”，加强对承办企业的督
导检查，及时发现并纠正企业
在经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
题，帮助承办企业解难题。力
争到年底，建成20家放心快餐
直营店。

“农居对接”工程

48个小区有营业网点

网友“幸福滨州”：我看到
一些小区有“农居对接”超市，
是不是居民小区都可以配备这
种超市？

杨焕清：农居对接是由承
办企业将蔬菜由生产基地运送
至公司物流配送中心，经分类
包装后，配送至各个居民小区
的销售网点，直接面对居民的
销售模式，这种模式能最大限
度地的减少流通环节，降低蔬
菜价格，保障食品安全等。

目前，48个居民小区已安
置了营业网点(板房)，主要经
营蔬菜、水果、干果、油盐酱
醋、五谷杂粮、冷鲜肉等生活
必需品。菜品的产销省去了中
间的流通环节，销售价格普遍
低于商超价格，又极大地方便
了居民购物。公司配备了专用
的农药残留快速检测设备，对
每批蔬菜和果品进行残留测
试，凡是达不到标准的严禁上
市，并做好测试记录备查。同
时，农居对接工程对于解决下
岗工人再就业也起到一定的作
用。涉及加盟问题请同承办企
业联系。

“万村千乡”市场工程

上半年增加就业700多人

网友“屋顶”：“万村千乡”
市场工程承办企业应该具备哪
些条件？国家和省里的补贴资
金是怎么样发放到农家店的？

杨焕清：“万村千乡”市场
工程2005年开始启动，工程的
主要内容是，通过安排财政资
金，以补助或贴息的方式，引
导城市连锁店和超市等流通企
业向农村延伸发展“农家店”，
构建以城区店为龙头、乡镇店
为骨干、村级店为基础的农村
现代流通网络，使标准化农家
店覆盖全国5 0%的行政村和
70%的乡镇，满足农民消费需
求，改善农村消费环境，促进
农业产业化发展。

从今年的情况看，“万村
千乡”市场工程仍然取得了十
分明显的成效。上半年全市7
家承办企业新建和改造农家店
430家，实现销售额3 . 4亿元，
新增营业面积4万平方米，增
加就业人数700多人。

滨州市服务业发展局局长杨焕清做客“中国滨州”在线访谈

服服务务业业成成经经济济发发展展新新的的突突破破口口

文/本报记者 王晓霜 片/本报记者 李运恒 通讯员 王玮

加快发展服务业事关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事关改善民生促进和
谐的大局，已成为各级党委、政府发展的重点、转调的突破口。近年来，
滨州市服务业发展局抢抓各级加快服务业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在加
大政策扶持、健全工作机制、完善考核体系、加快项目建设等方面制定
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13日上午，滨州市服
务业发展局局长长杨焕清做客“中国滨州”在线访谈，就滨州市服务业
发展及内贸管理工作与广大网友进行了在线交流。

滨州市服务业发展局局长杨焕清。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李运
恒 通讯员 李志远) 近日，记
者在滨州市发改委获悉，随着全
民医保制度的基本建立，基本药
物制度实现了基层全覆盖，基层
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明显增强。1-
7月份的滨州市医改工作惠及到
了全市380万城乡居民。

据了解，滨州市全民医保制
度基本建立，全市职工医保、城镇
居民医保和新农合三项基本医保
参保率超过99%，最高支付限额分
别达到45万元、14万元和10万元，
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分
别提高到80%、70%和75%左右。

从今年1月1日起，全面启动
了新农合肺癌、胃癌、Ⅰ型糖尿病
等20类重大疾病医疗保险报销工
作，到7月底，20类大病患者人均
医药费1 . 2万元，通过大病保险
人均实报8005元，受益群众7781
人次，有效解决了大病患者因病
致贫问题。

同时，基本药物制度实现了
基层全覆盖，全市政府举办的103
处基层医疗机构和规划范围内的
1343处村卫生室实行药品零差率
销售，药价平均降低37%，基层群
众用上了没有“水分”的平价药。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明
显增强。新医改实施以来，共争
取中央支持卫生项目100个，总
投资4 . 9亿元，其中，争取中央、
省补助资金1 . 8亿元，已完成项
目45个。今年启动实施的全市标
准化村卫生室共开工建设4 6 4
处，其中主体完工或装修阶段
183处，已完工7处，全市15分钟
就医圈更加完善。

此外，培训村医、全科医生
3002人次，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显
著提升；10类基本和6类重大公
共卫生服务项目顺利推进，人均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达到30
元；完成家庭医生服务签约81 . 5
万户，城乡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建
档率达到83%，比省任务要求高
出23个百分点，规范化管理了82
万高血压患者、老人、儿童、孕产
妇等6类特定人群；公立医院改
革试点积极推进，在全市二级以
上医院全面推行优质护理服务、
临床路径、预约诊疗等便民惠民
措施。

医改工作惠及全市居民

15分钟就医圈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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