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2月5日 星期四

本版编辑：焦守广

组版：郑文

C02-C03

高新区领导接听市长热线并通报民生工作

两两个个安安置置区区建建筑筑面面积积全全市市最最大大
本报聊城2月4日讯 (记者

张跃峰 ) 4日上午，高新区党工
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周兆岩
赶到聊城市市长公开电话受理中
心，现场接听市长热线时通报了
民生相关工作进度。据介绍，高新
区目前正在建设的九州、先锋两
个安置区，是全市建筑面积最大
的，也是建设最快的。

周兆岩介绍说，成立于2013
年7月1日的高新区，是聊城市最
新成立的市属区之一。既然是刚
刚成立不久，推进城中村、棚户村
改造是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需要，
2014年高新区重点加快九州、先
锋两个安置区建设，总投资约25
亿元，共78栋安置楼、103万平方
米，7477套安置房。这两个安置区
是全市建筑面积最大的，也是建
设最快的。截至12月底，九州安置
区18层的安置楼主体全部完工，
25层的安置楼主体全部施工至20
层以上。先锋安置区，41栋安置楼
部分主体已封顶。

这两个安置区都是高起点规
划，其中九州安置区由世界500强
中国建筑设计院规划设计，先锋
安置区由深圳规划设计研究总院
规划设计，都按照最优标准规划
设计。

为使百姓由平房搬进楼房，
环境得到改善，民风民俗不改变，
安置区均配套建设幼儿园、小学、
农贸市场、商业中街、办公用房等
设施，提供人均不少于3平方米以
上商业地产，既壮大集体积累，又
方便回迁群众就近就业解决群众
后顾之忧。领先全市乃至全省配
套建设民俗礼事堂，便于百姓使
用，切实把百姓的日常生活，放在
心上，落在实处。

具体建设过程中，高新区把
安置区建设当成就像给父母盖房
子一样，牢牢把好质量安全关。施
工过程中严把材料进场关，使用
钢材直接从济钢等质量过硬厂家
进货，确保工程质量；施工现场全
部按照省级文明示范工地标准建
设，对起重机械、边坡支护、模板
支架、外脚手架等危险源进行重
点监管，确保施工安全。

同时强化工程监管，建设过
程中要进度、保质量、解难题。明
确了时间节点，实行县级领导、部
门负责人和现场推进人三级帮
包，定点现场办公。牢牢把握““三
统一、两控制”原则，即：“统一思
想、统一管理、统一做法，事前控
制、事中控制”。实行周报、月报、
周评、月评制度，确保当天任务当
天完，节点任务按时完，年度任务
提前完。

在介绍高新区养老服务
相关工作时，周兆岩介绍说，
目前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和农
村幸福院已正式启用。

其中，九州街道武楼社
区日间照料中心，许营镇东
屯、老庄农村幸福院，顾官屯
镇马海村农村幸福院，韩集
乡东集农村幸福院均通过市
级验收，正式向村(居)民开
放。大杨社区幸福院、侯营村

幸福院及祁庄村幸福院已基
本 建 设 及 改 造 完 成 ；投 资
3000万元，占地30亩的鲁发
老年服务中心建设项目正式
开工建设。同时，积极争取省
级建设补助资金171 . 5万元，
全部拨付到位。随着这些工
作的推进，标志着高新区养
老服务体系框架已逐步形
成。

不仅如此，高新区还围

绕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对许
营中心敬老院、鲁西老年养
护院管理人员、护理人员及
服务人员进行了强化培训，
现有15人取得高级护理员资
格、7人取得初级护理员资
格；并对护工进行了5次培
训，培训人次达110余人次，
确保高新区的养老服务体系
得到优质提升。

本报记者 张跃峰

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及农村幸福院相继启用

养老服务体系框架逐步形成

本报聊城2月4日讯(记者
张跃峰) 随着4日高新区

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
任周兆岩赶到市长公开电话
受理中心现场接听市长热
线，全市11个县(市、区)主要
领导现场接听市长热线已经
轮了个遍。

据市长公开电话受理中
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县 (市、
区 )及市直部门主要负责同
志接听活动是从去年9月份
启动的，提前一周确定接听
单位，通过媒体向公众告知。

梳理涉及接听部门的有关来
电，归纳整理热点问题，请接
听部门做好准备。每周三上
午，县(市、区)、部门负责同志
走进受理中心接听群众来
电。在接听空档期增加了政
策解读环节，向社会广泛宣
传部门政策。自去年9月17日
以来，已先后有 9个市直部
门、8个县(市、区)政府主要领
导和2个开发区管委会主要
领导到市长热线与来电群众
沟通交流，高新区是聊城各
县(市、区)里面的最后一个，

至此11个县(市、区)主要领导
现场接听市长热线已经轮了
个遍。

今年市长热线还将坚持
推行县(市、区)、市直部门主
要负责同志到中心接听制
度，健全完善有关工作机制，
并根据情况邀请市政府有关
领导到中心接听群众来电，
进一步提高市长公开电话影
响力。春节前，市委常委、副
市长耿涛将做客受理中心，
亲自接听电话，与群众沟通
交流。

主要领导接听市长热线成制度
11个县(市、区)已经轮了个遍

相关新闻

本报聊城2月4日讯 (记者
张召旭 通讯员 刘明 )

在房顶建设一个小型光伏电
站，既能实现供电自给自足，
还能赚钱。2月3日，东昌府区
首个家庭分布式光伏电站实
现成功并网运行。

2月4日下午，在闫寺街道
办事处大成集村村民张凤英
家的房顶上，由13块光伏太阳
能电池板、一个逆变器、一个
电能表及开关、电线组成的光
伏电站，经过一段时间的调
试，已经开始并网运行。

张凤英介绍，他们家的光
伏电站一共投资3 . 6万元，电
站装机容量3千瓦，电站由聊
城日丽仕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负责建设。“当时安装这个
电站也下了很大决心，老公长
年在青岛务工，对于光伏电站
有一定的了解，所以才决定安
装一个。”张凤英说，她家的光
伏电站从3日中午12点半开始

运行，到了4日下午已经发电
16度，这些电按照每度1 . 2元
的价格卖给国家电网，然后自
己再以0 . 5469元的价格使用
所发的电。

东昌府区发改局副局长
丁长东介绍，光伏发电是国
家最新扶持的一项新政策，
聊城是全国试点城市之一，
山 东 省 光 伏 电 站 指 标
200MW，聊城有1个项目规模
为5 0MW，占全省1 / 4。全省
分布式指标1000MW，聊城共
备案项目12个，省备案项目3
个 ，共 使 用 分 布 式 指 标
7 9MW ，占全省计划指标的
7 . 9%。丁长东介绍，现在政府
正在大力扶持光伏产业，东
昌府区还将计划建设一个光
伏村，争取让光伏电站惠及
更多的市民。

据介绍，家庭分布式光伏
电站日均发电量约15度，按照
每度1 . 2元的价格卖给国家电

网(国家系能源基金1元，国家
电网0 . 2元)，年均收入在6600
元左右，除去自用电产生的费
用之外，差不多要5年收回本
钱，但光伏电站的使用寿命是
25年，而且国家电网与个人一

次性签订20年的购电合同，合
同到期后再根据当时的政策
续签。也就是说，安装一台光
伏电站，也就相当于购买了一
份养老基金，而且收益相对稳
定。

东东昌昌府府区区首首个个家家庭庭光光伏伏电电站站
实实现现成成功功并并网网运运行行

闫寺街道办事处大成集村张凤英家的光伏电站并网运行。
本报记者 张召旭 摄

4日上午，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周兆岩接听市长热线。 本报记者 张跃峰 摄

本报聊城2月4日讯 (记者
谢晓丽) 日前，聊城市工商局发
布了关于实施企业注册四证联办
的公告，为推进企业注册便利化，
市政务服务中心工商局、质监局、
国税局、地税局窗口推出了企业
注册“四证联办”，即营业执照、组
织机构代码证、国地税税务登记
证一口受理，统一领取。企业可进
入“四证联办”通道，便捷高效地
办理企业注册手续。

记者了解到，凡向聊城市工
商局及以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
请企业注册且不需要进行前置审
批的内资企业(含个体私营经济
企业)，均属企业注册“四证联办”
范围。“四证联办”按照“一口受
理、内部流转、同步审批、统一发
证”的原则实施，在一楼设立“四
证联办”窗口，明确专人负责“四
证联办”的咨询、登记、抄告、催
办、汇总等服务。

四证联办办理流程如下：一
口受理。即联办窗口统一受理企
业注册申请，工商局窗口完成企
业名称预先核准后，经申请对象
同意进入“四证联办”程序的，联
办窗口一次性告知申请对象应提
交的申报材料，汇总联办所需申
报材料并组织进行材料统一预
审，一次告知申请对象修改要求。
申请对象申报材料齐全完备后，
由联办窗口一口受理。

内部流转。即申请材料及证
照在联办部门内部流转。联办窗
口通过内部流转，将相关材料分
发至联办部门，联办部门核发的
证照通过内部流转汇总至联办窗
口。

同步审批，即联审部门同步
审批。统一送达，即证照统一送达
申请人，联办窗口向申请对象统
一送达《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
码证》和国税局、地税局《税务登
记证》四个证照。

按照规定，申请对象提交材
料齐全，联办部门在3个工作日内
完成“四证联办”。

市工商局公布

四证联办流程

本报聊城2月4日讯 (记者
杨淑君) 即日起至3月1日前，聊
城旅游部门将公安、工商、质监、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等部门，开展
全市旅游市场综合整治活动。

主要重点整治六大方面：出
境市场文明旅游，重点检查合同
签订是否普及文明旅游知识等；
旅游合同签订不规范、不合理低
价、发布虚假旅游广告、收费标准
不公开、购物活动及自费项目不
载明等损害游客合法权益的行
为；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
未经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许可，擅
自经营旅行社业务，非法牟取收
入经营旅游业务的行为；整治旅
游商品市场秩序。坚决查处强买
强卖、欺诈旅游者以及尾随兜售
等违法违规行为。加大对销售假
冒伪劣旅游商品的监督检查和打
击力度，整顿旅游市场商品经营
秩序和商品经营质量；重点检查
星级酒店、星级餐馆和景区周边
餐馆的厨房卫生条件与食品质量
安全，客房、餐饮、休闲项目是否
明码标价，是否出售、使用假冒伪
劣商品，员工服务质量等方面；着
重加大对“黑导”、“黑车”、“黑网
站”的查处力度；坚决打击旅游违
规转拼团、旅游途中加收费用、强
迫购物、改变行程、增减景点、甩
团弃团等行为。

聊城市旅游质量监督所相关
负责人表示，在集中整治期间，也
欢迎市民举报上述影响旅游市场
秩序的行为，举报电话8201777。

3月1日前开展

旅游市场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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