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滨州市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召开

55项项专专项项整整治治清清退退人人情情保保666688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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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19日讯(记者 王晓
霜) 17日，滨州市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召开。记
者从会议上了解到，滨州市从2月
份开始，共有1135个领导班子、
12046个基层党组织、21 .78万名党
员参加了活动，目前已基本结束。
整个活动进展顺利、有序推进，取
得了明显成效，得到了群众的普
遍认可。

据了解，在滨州市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滨州市开
展了规范清理城乡低保、规范津
贴补贴、规范国有资产收益管理、
规范财政专项资金使用、规范清
理中介机构及社会组织等5项专
项整治，其中，清退关系保、人情保
466户、668人；纠正违规发放津贴
补贴370 .26万元。自7月份起，开展
了清理整顿考核评价事项、集中
清理内部刊物和简报、深化整治

“庸懒散”活动和“清场子、解疙瘩、

送法律、扎篱笆”农村社会治安整
治专项行动。市委先后出台了公
务接待、改进文风、营商环境建设、
领导干部请销假、督查考核等20项
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市共查
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案件197起、
查处239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64
人。

同时，各级党员干部坚持从
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察民情、听
民声、征民意，面对面听取意见建

议6 . 7万多条。为群众办了一大批
实事好事，中小学校车实现城乡

“全覆盖”；全部实行乡镇卫生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住院起付线
以上“全报销”制度；全面完成标准
化村卫生室建设；集中整顿完成
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522个；扎实
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今年以
来又有2000多个村完成了硬化、净
化、美化……

滨州市下一步要将从严治党

的各项要求落到实处，把教育实
践活动成果巩固好、发展好，全面
提高滨州党建工作的科学化水
平。广大党员干部要主动公开接
受监督，完善党务、政务和各个领
域、各个层级办事公开制度。特别
是对于群众关心的食品药品、安
全保障、项目建设、征地拆迁等事
关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要坚决
公开、公开到底，积极回应群众关
切，主动赢得群众支持。

检察对行政的监督暨行政诉讼法修改研讨会在滨举行

行行政政检检察察可可做做行行政政争争议议新新道道路路
本报10月19日讯(通讯员

任磊 朱瑞瑞 记者 王领娣)
18日，由中国政法大学、山东

大学主办、滨城区人民检察院
承办的“检察对行政的监督暨
行政诉讼法修改研讨会”在滨
州举行，来自国家检察官学院、
全国人大法工委等高校及实务
部门的30余名学者及专家参加
了本次研讨会，与会专家提出

行政检察可作解决行政争议第
三条道路。

研讨会上，中国政法大学
研究生院副院长、教授解志勇
做了《行政检察：解决行政争
议的第三条道路》的专题研讨
报告。他认为，当前解决行政
争议的主要法律途径是行政
诉讼和行政复议，但通过这两
种方式解决行政争议效果不

尽如人意，首先是解决争议的
数量不多。2011年行政争议案
件在100万件左右，但实际上
进入诉讼的也就13多万件，除
此之外，质量也不高，2009年
全国法院新受理的各类一审
案件是668万件，行政诉讼只
占2%，行政案件的申诉上访率
却 占 全 部 申 诉 上 访 案 件 的
18%，而有专家说行政复议成

了一种摆设，没有独立性，而
信访不是真正的救济渠道，人
大监督不介入个案。

如果把西方制度借鉴的
目光转向中国的本土法律资
源，审视先行宪法框架下的制
度设计，会发现行政检察具有
弥补诉讼和复议缺憾的潜力，
因此建议将其作为解决行政
争议的第三条道路。

50余所高校近百名专家教授走进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产产学学研研政政企企合合作作促促进进科科技技发发展展
本报10月19日讯 (通讯员

赵清华 记者 王晓霜 孙
秀峰) 18日上午，滨州经济技
术开发区隆重举行“高校(科研
院所)走进滨州经济技术开发
区”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本次活
动邀请到了来自全国50多所高
校的近百名知名专家学者，对
开发区社会经济和企业发展进
行“面对面”的把脉会诊。

仪式上，滨州经济开发区

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姚和
民为中南大学校长助理兼研究
生院院长李劼，复旦大学科技
处副处长胡建华，山东省食品
发酵工业设计研究院院长、研
究员刘建军，山东财经大学经
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潘明星，
天津工业大学纺织学院党委书
记王瑞分别颁发了滨州经济技
术开发区高级顾问聘书。滨州
经济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与

中国石油大学经管学院签订
“创新·创业”培训协议，山东绿
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山东省
食品发酵工业设计研究院、滨
州东方地毯集团有限公司与鲁
迅美术学院和天津工业大学、
山东超越地源热泵科技有限公
司与哈尔滨工业大学、山东裴
森动力新能源有限公司与复旦
大学化工系分别签订合作协
议。

这次活动旨在进一步加强
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的
联系和交流，为双方优势互补、
互惠互利、深入合作、共谋发展
提供更广阔的平台。下一步将
继续坚持招商引资与招才引智
相结合，进一步完善校地合作
机制，认真梳理开发区产业、技
术和人才需求，全力支持各高
校 (科研院所 )与企业深度合
作、互动双赢。

全省蔬菜标准园创建暨信息监测培训班在滨州举行

博博华华蔬蔬菜菜标标准准园园年年内内将将建建成成

全全国国媒媒体体进进企企业业与与““老老总总””面面对对面面
“董永故里 仁孝京博”2014全国媒体行活动在博兴举办

本报10月19日讯 (通讯员
郝安振 周康飞 记者

李运恒 ) 17日-19日，“董永
故里 仁孝京博”2 0 1 4全国
媒体行活动在博兴县举办，
来自全国20多家媒体的记者
对京博控股制造业、文化艺
术与教育、现代农业等做了

全面了解，同时 4 0多位记者
还 参 观 了“ 中 国 厨 都 ”兴 福
镇、龙升源有机蔬菜基地、天
龙工艺品 ( 草柳编展厅 )、中
国淘宝村博兴顾家老粗布市
场等。

1 8日上午，2 0多家媒体
的记者陆续参观了京博“家”

油站、博华佳苑社区 (老年公
寓、幼儿园 )、博华高效农业
林场及温室组培基地、京博
石化电商项目、京博文化艺
术博物馆、京博研易楼等，多
角度的了解了京博。当天下
午，记者与京博控股各产业
公司负责人又采取“面对面”

交流座谈的形式，每位记者
根据自己感兴趣的采访选题
当 面 咨 询 各 产 业 公 司“ 老
总”，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京博
的发展历程及仁孝立企、工
业反哺农业，三农协同发展、
工业转型升级、延伸产业链
条等多个方面。

本报10月19日讯 (通讯员
高立逸 刘善勇 记者

刘哲 ) 在16日的全省蔬菜标
准园建设现场观摩会上，记者
跟随观摩团走访了国丰农业
等蔬菜生产现场，观摩过程
中，记者了解到，京博博华农
业的蔬菜生产标准园建设将
在年内完成，接受验收。

建设蔬菜标准化生产园
标 准 化 是 山 东 省 农 业 厅 在
2011年提出的一项建设项目，
共设置了 3 8处建设基地，其
中，滨州市有两处基地。作为
滨州市蔬菜标准园建设基地
之一，博华农业已经建成占地
2000多亩的有机蔬菜生产基

地，拥有日光温室112个。市农
业局蔬菜办的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根据预估，博华农业的
蔬菜标准化生产园建设将在
今年11月底到12月初完成并
接受验收。

除了博华农业，观摩会
上，来自山东省农业厅、各地
市农业局和蔬菜种植专业人
员组成的200余人的观摩团还
对国丰四位一体高效农业、华
星农业机械及农得利科技进
行了现场观摩，华星农业机械
的育种机、自动移苗机、农得
利科技的可移动温室大棚等
农业生产设备都引起了观摩
团兴趣。

华华星星农农业业机机械械研研发发的的自自动动载载苗苗机机正正在在运运作作。。

700万资金扶持

科技型中小企业

本报10月19日讯 (通讯
员 许晓光 记者 李运
恒) 日前，记者从滨州市财
政局了解到，全市不断调整
优化支出结构，将更多的财
政资金用于科技型中小企业
发展，截至目前，共筹集700
万专项资金扶持科技型中小
企业。

据了解，700万专项资金
重点支持以完善中小微企业
创业环境、提高中小微企业
创新能力、改善中小微企业
融资环境为目标的公共服务
平台项目建设，并通过项目
评审确定了28个平台服务项
目作为2014年省中小企业创
业补助创新奖励专项资金支
持对象，逐步引导全市企业
加大公共服务平台项目的发
展力度，提高其公共服务能
力。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市财政还加大专项资金监管
力度，加强项目和专项资金
跟踪管理，及时完善资金使
用、项目组织等管理制度，与
业务主管部门联合组织监督
检查，并将资金使用情况做
为以后年度项目申报的重要
依据。

全市社会事业

扶持资金创新高

本报10月19日讯 (通讯
员 魏婧 记者 李运恒 )

今年，市发改委争取社会
事业类项目中央、省扶持资
金6754万元，创历史新高，其
中包括6个卫生项目、1个职
教项目、4个计生项目、2个养
老项目。

据了解，卫生项目6个共
争取资金5960万元；职教项
目1个，争取资金600万元；计
生项目4个，争取资金24万
元；养老项目2个，争取资金
170万元。卫生项目中，市中
心医院门诊医技楼项目争取
中央扶持资金2800万元，占
全省同类项目个数的3 3%
(全省3个)；市人民医院儿科
用房项目争取中央预算内扶
持资金1500万元，占全省同
类项目个数的2 0%(全省5
个)；阳信县人民医院门诊病
房楼项目争取中央、省扶持
资金1320万元，占全省同类
项目个数的7%(全省15个)；
沾化县大高镇卫生院和邹平
县青阳镇卫生院2个乡镇卫
生院项目争取中央及省扶持
资金200万元；无棣县棣丰街
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项目争
取中央扶持资金140万元，占
全省同类项目个数的3 3%
(全省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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