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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方案印发，多个机构调整

滨滨州州将将实实行行““大大农农业业””管管理理体体制制
本报10月20日讯(通讯员 高

迪 记者 王晓霜) 日前，滨州
市县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工
作会议召开，同时出台了《滨州市
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方案》，
要求市县政府机构改革工作要在
11月底前基本完成。根据方案，改
革后市政府工作部门为32个，不
再设部门管理机构。

按照《方案》，滨州市对相关
领域职能和机构进行了整合。整

合组建了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两个
机构。对4个机构进行体制调整，
分别是将市人防办由原市政府工
作部门调整为市政府办公室直属
行政机构，将市物价局、市粮食局
由部门管理机构调整为市发改委
直属行政机构，将市文化市场综
合执法局由市政府直属单位调整
为市文广新局直属行政机构。

同时，实行“大农业”管理体

制，市畜牧兽医局、市农业机械
管理局由市政府直属事业单位
调整为市农业局所属事业单位，
整合原市农业局、畜牧兽医局、
农机局所属执法职责，组建市农
业综合执法队伍。市政府机构改
革后，工作部门减少1个，部门管
理机构减少2个，加上市工商局、
质监局下划，卫生和计生部门整
合减少1个，增减相抵，市政府工
作部门为32个，不再设部门管理

机构。
另外，《方案》也对领导干部

职数作了明确规定，市政府各部
门一般是1正3副，大的综合管理
部门可增配1名副职，但是增配副
职部门总数不能超过机构限额的
三分之一。

目前，滨州市共有3400余家
事业单位，广泛分布在教育、科
技、文化、卫生等民生领域。今年
以来，滨州市积极推进事业单位

改革工作，通过事业单位分类改
革，推进政事分开、事企分开、管
办分离，把属于政府的职能划归
相关行政机关，有效解决行政职
权体外循环问题，把属于事业单
位的职能和自主权转给事业单
位，定准事业单位自身职能。今年
底要基本完成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事业单位转为企业或社会组织，
2015年底要基本完成承担行政职
能事业单位的改革任务。

专专家家义义诊诊

关关爱爱居居民民
近日，滨城区市东街道计生办

特邀滨州民心医院10多名专家在政
通社区三楼多功能厅举办“关爱居
民·服务百姓健康行动”大型爱心义
诊活动。活动共接待问诊咨询60余
人次，发放各类健康宣传资料400余
份，开展测血压等健康体检40余人
次，受到了社区居民的欢迎。

本报通讯员 张建芳 本报记
者 孙秀峰 摄影报道

滨滨州州撤撤销销1122家家社社会会组组织织
原因是连续2年以上未参加市民管局年检

本报10月20日讯 (记者
刘哲 ) 16日，滨州市民政局发
出公告，告知滨州市民族管弦
乐协会、滨州市市直京剧票友
协会等12家社会组织将被依法
撤销。市民管局工作人员称，这
12个组织被撤销是因为连续2
年以上未参加市民管局年检。

12家社会组织中的市直京
剧票友协会成立于2005年，曾举
办过京剧票友大赛等活动，为滨
州市的京剧艺术发展做了不少
工作，但近年来由于换届等原

因，京剧票友协会开始萎缩，近
两年都没有参加民管局年检。民
管局工作人员说，依照民政部
1998年发布的社会团体登记条
例，对于拒不接受或者不按照规
定接受监督检查的社会组织，登
记管理单位可予以撤销。

公告中称，这12家社会组
织若对作出的行政处罚有任何
异议，有权于收到告知书之日
起3日内进行陈述和申辩，还可
向民政局申请举行听证，但截
止到20日下午12家社会组织都

没有提出申请。工作人员透露，
这12家社会组织中，有些已经
成了“空架子”，虽然名义上依
然存在，但已经没有多少会员，
也没有什么团体活动。

据悉，按照规定，社会组织
应每年向登记管理机关递交上
一年度工作总结和本年度工作
计划、上一年度财务决算并附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等材
料，接受年度检查。工作人员
说，每年年检时，民管局除了发
出年检公告，还会以电话通知

等形式通知社会组织参加年
检。2012年，民管局曾对一部分
未按规定参加年检的社会组织
进行撤销处理，两次处理后，滨
州市现在还有1200多家社会组
织。

而根据市民管局6月4日发
布的信息，今年以来，滨州市部
署开展社会组织清理和规范活
动，共清理规范社会组织60家，
其中与业务主管单位实现“四
分开”的社会组织49家，注销社
会组织7家，规范社会组织4家。

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周四做客齐鲁大讲坛滨州分坛

来来滨滨院院听听““我我们们距距离离孔孔子子有有多多远远””
本报10月20日讯(通讯员

宗丽 记者 王晓霜) 2500年
前诞生的孔子至今影响着我们，
他距离我们究竟有多远？10月23
日(周四)上午9:00，中国孔子研
究院院长、山东孔子学会副会长
兼秘书长杨朝明将做客齐鲁大
讲坛滨州分坛，讲述我们与孔子

之间的距离。
本期齐鲁大讲坛将在滨州

学院第二报告厅(进学院南门西
行100米路南)举行，杨朝明将结
合自己多年的研究心得，就孔子
的礼、仁、中、儒家的人生境界等
话题和民众的疑惑进行深入解
读。讲座结束后，杨朝明还将针

对公众关心的话题与现场听众
互动。

杨朝明，山东梁山人，中国
孔子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博士
研究生导师、博士后研究合作导
师。任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
长、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和

《孔子研究》编委、中国哲学史学

会常务理事、中国诗经学会常务
理事、山东孔子学会副会长兼秘
书长、山东周易研究会副会长
等，出版学术著作20余部，发表
学术论文200篇。先后主持国家
社科基金项目、山东省社科规划
项目等10余项。学术研究成果多
次获得省社科优秀成果奖励。

市发改委获全国

社会扶贫先进集体

本报10月20日讯 (通讯员 魏
婧 记者 李运恒) 近日，市发改
委对外援助工作以其优异成绩、突
出事迹获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授予“全国社会扶贫先进集体”荣誉
称号，是获此殊荣的全国8个地市级
发改委之一。

2010年，山东省委、省政府明确
由滨州市扶贫协作重庆奉节县。滨
州市发改委本着“优势互补、互惠互
利、长期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着
力加强组织领导，积极创新工作思
路，重点从建设互动机制、援助资金
项目、拓展帮扶渠道、突出智力帮扶
等方面入手，多措并举，全力扶贫。

截至目前，市财政共拨付援助
资金1150万元，项目援建成效显著，
滨州企业到奉节投资逐渐趋热，其
中阳信亿利源清真肉类有限公司与
当地签订的优质肉牛养殖基地建设
项目总投资4500万元，山东华康食
品有限公司与当地签订供货合同
600万元，奉节脐橙推介会签订贸易
合作协议2000万元。

在建立两地领导、企业定期互
访制度的同时，互派党政干部挂职
交流，共协助奉节县培训农民、工
人、企业家300余人次，党政干部40
余人次，奉节县自身造血功能被逐
步激活。

多举措为育龄群众

提供优质服务

本报讯 邹平黄山街道计生办
积极转变服务方式，多举措为育龄
群众提供优质服务。

该街道针对部分行政村地处山
区，群众居住分散、计生政策和致富
信息宣传渠道不畅现状，开展“进百
村入千户访万人”活动，送计划生育
优质服务上门。结合育龄妇女查体，
开展妇科病普查诊治。举办“丈夫课
堂”，对育龄男性进行计划生育政策
法规、生殖健康知识培训。街道设立
男性科，聘请专家坐诊，为男性病患
者解除病痛。对辖区流动人口进行
经常性回访，了解其生产、生活、生
育状况，为其提供就业、技术等信
息，使其能够安心工作和生活。

(王倩 刘丽)

邹平青阳镇全力

抓好计生随访服务

本报讯 邹平青阳镇计生办积
极创新服务形式，抓好随访服务，为
育龄群众办实事。

随访时间灵活，工作人员下村
随访不再是以往的定时随访，随访
工作经常化，几乎天天到村，通过

“唠家常”、“聊收成”等方式，摸清了
随访对象状况。随访对象全覆盖，对
全镇未婚男女青年，一年两次上门
服务；对新婚期夫妇发放“婚育指
南”及孕前优生服务卡等；向育龄妇
女提供免费的妇科疾病咨询，及疾
病的诊断。通过镇村计生工作人员
的全方位服务，大大方便了育龄群
众，受到一致好评。 (王斌)

无棣海丰城里村入选

第一批省级传统村落

本报10月20日讯 (记者
王茜茜) 近日，山东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发布《关于对第一批
省级传统村落名单进行公示的
通知》，公示了入选省级传统村
落的103个村庄，其中无棣县海
丰街道城里村入选。

据了解，全省共推荐上报
了434个传统村落，专家组对材
料审查合格的村落进行了现场

考察，主要从传统建筑风貌完
整、村落选址须具有传统文化
特色和地方代表性、非物质文
化遗产活态传承延续等三方面
标准。根据审查和专家考察情
况，103个村被评为第一批省级
传统村落称号，其中滨州无棣
县海丰街道城里村成功入选第
一批。

本报讯 (记者 代敏 通
讯员 海鹰) 18日晚，伴着金
秋诗一般的暖意，2015滨州市
第二届网络春晚走进滨州全福
元专场拉开帷幕。人们发现，在
鲜艳的舞台背景四周，滨州圣
玛佳宝妇产医院的大型宣传彩
幅迎风招展。台下还有院方的
义诊台，信步而来的市民正围
在台前咨询。大家在一同等待
海选专场的开始。

网络春晚是百姓的大舞
台，有百姓的地方，就有圣玛佳

宝妇产医院的身影。自9月20日
我市第二届网络春晚“走进无
棣十里香”海选专场开始，滨州
圣玛佳宝妇产医院就一直跟随
着网络春晚的脚步走。他们现
场为市民义诊，发放宣传资料，
解疑答惑，积极踊跃为百姓服
务，为网络春晚助阵，受到广大
市民的欢迎和好评。

据了解，圣玛佳宝义诊队
伍还将跟着网络春晚节目组继
续走进县区、基层、企业和学校
开展义诊活动。

滨州圣玛佳宝义诊队进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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