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菏菏泽泽1199项项措措施施助助力力电电商商发发展展
最大限度简化市场准入条件和程序，鼓励支持各类市场主体创新发展

本报菏泽3月5日讯 (记者 董
梦婕) 5日，记者从菏泽出入境检
验检疫局获悉，进入羊年，菏泽食品
出口总体势头依然强劲，1月份出口
货值达1387 . 98万美元，同比增长
34 . 24%。

菏泽是农业大市，食用农产品
资源丰富，出口食品产业已成为菏
泽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巨大拉动
力。自2010年以来，全市食品企业出
口货值有四年以20%以上的增幅上
涨，至2014年首次突破2亿美元。今
年1月份，菏泽食品出口总体势头依
然强劲，1月份出口货值达1387 . 98
万美元，同比增长34 . 24%。

企业数量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基
础，为此，菏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积
极创新工作模式，在出口初级农产
品领域实施“一个质量体系项下规
模诚信企业分厂管理制”备案改革
模式，解决了部分企业“有单无货”
和“有货无单”的问题。自实施以来，
备案企业数量从2012年5月初的15
家增加到目前的37家，备案基地从
12万亩增加到30万亩。得益于该模
式，菏泽出口食品企业总数从2011
年的65家增加至2014年的100家，为
菏泽经济的长远发展夯实了基础。

据统计，率先在出口食品领域
试行无障碍放行模式后，平均检验
检疫流程能缩短7天以上，实施以
来，共为460余批出口货物实施了

“无障碍”放行，共为企业节省时间
3220多天。

据悉，菏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从2013年8月份开始免收出口商品
检验检疫费，共为菏泽企业的5 . 2
万批货物免收检验检疫费900多万
元，单家企业最高免收费额达95万
元。仅2014年度，就减免收费642.42万
元。推进优惠原产地政策的应用，全
面取消产地证企业年审，实现了“一
次备案，终身有效”，大大降低了进口
国关税。

羊年发“洋财”

菏泽食品出口创新高

本报菏泽3月5日讯(记者 董
梦婕 通讯员 马磊) 电子商务
的蓬勃兴起给工商行政管理工作
带来了挑战，为落实菏泽市政府

《关于加快全市农村电子商务发展
的意见》，2月28日，菏泽市工商局
出台了《关于充分发挥工商行政管
理职能作用服务电子商务发展的
实施意见》。《意见》结合工商职能
和菏泽电子商务发展实际，从四个
方面19项措施入手，最大限度简化
市场准入条件和程序，全面服务电
子商务经济加快发展。

进一步放宽准入条件，为网
络交易主体创造宽松环境。已持
有营业执照的经营者通过网络从
事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的，不需
再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通过网
络从事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的，
将证明个人身份信息真实合法的
标记加载在其从事商品交易或者
服务活动的网页上即可。对于只
从事网上经营活动的，其经营范
围可核定为“利用互联网经营×
× 或提供× × 服务”；对于从事

电子商务网络交易平台服务，可
以使用“从事× ×网站经营”作
为经营范围。允许网络交易经营
者将住宅作为经营场所。对涉及
电子商务的广告放宽审核标准，
开辟绿色通道。

加大培育力度，鼓励支持各
类市场主体创新发展。鼓励和支
持网络交易平台做大做强，引导
其由信息发布、产品展示向网络
交 易 发 展 ，积 极 帮 助 其 注 册 商
标，争创著名商标和驰名商标。
帮助实体经营者向网络经营领域
拓展，鼓励建立网络交易平台，
开设网络销售店。引导有形市场
开展网络商品交易活动。鼓励支
持高校毕业生、复转军人、残疾
人员和回乡创业农民等自然人开
展网络商品交易活动。建立网络
商标维权联络员制度，与工商部
门联合开展商标维权事务。

加强培训指导，引导网络市场
主体加快发展。加强对电子商务经
营者的行政指导，协助解决电子商
务经营者遇到的实际困难与问题。

加强对电子商务经营者商标知识
的宣传培训，提高商标自我保护能
力。加强对电子商务经营者广告知
识的宣传及培训，提升运用广告宣
传、促进企业发展、促进电子商务
经营的能力。利用网络监管平台，
倡导诚信经营，打击合同欺诈。组
织引导电子科技协会、电子商务协
会会员针对农村创业青年举办电
子商务应用技术培训。

加大监管力度，在支持电子商
务业发展壮大的同时，采取有效措
施予以规范，依法开展网上巡查、加
强广告监测、打击网络传销、建立健
全网上维权体系、强化电子商务网
站源头管理，推进全市电子商务业
长远健康发展。

3月2日，菏泽市政府市长解维
俊在市工商局呈报的《关于充分发
挥工商行政管理职能作用服务电
子商务发展的实施意见》上作出批
示：“市工商局工作积极主动，出台
支持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意见，应
予鼓励。望切实抓好落实，形成支
持发展的合力。”

本报曹县3月5日讯(记者
董梦婕) 曹县大集乡被授

予首批中国“淘宝镇”称号后
影响力越来越大，春节刚过，
多地考察团纷纷奔赴大集乡

“取经”。
据了解，目前大集乡的网

店数量已经从去年的2000多家
发展到现在的8000多家，2014全
年销售额超过了5亿元。

2日，泰安市宁阳县商务
局副局长胡鹏一行6人到曹县
大集镇丁楼村、张庄村进行实
地考察调研，学习推进农村电
子商务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先
进思想。

3日上午，肥城市商务局
局长赵衍水、商贸局局长冀金
秀一行6人到曹县大集镇淘宝
村进行实地考察调研。大集镇

副镇长安庆详细介绍了“淘宝
村”电商发展的经验和做法，
并陪同走访了部分典型电商
企业，参观了生产车间及产品
展示厅，还深入到网商店主家
中观看实际操作，与大集镇农
村电子商务从业人员进行了
交流。

4日，巨野副县长孔素贞
带领团委、商务、民营办、部分
镇区分管领导及8家特色村庄
负责人，到曹县大集镇参观学
习农村电子商务，实地查看了
大集镇农村电子发展机构建
设、原料配送点、3家带头示范
户以及创业基地建设。

通过学习曹县大集演出
服运营模式，考察人员纷纷表
示增加了发展农村电子商务
的信心。

多地考察团赴“淘宝镇”取经

本报记者 陈晨

4日，菏泽市司法局召开全
市司法行政工作会议。会上下
发了《2015年全市司法行政工
作要点(讨论稿)》，并对全年司
法行政重点工作进行了细化分
解。其中，在全市289个社区建
立“律师工作室”，召开菏泽市
第五次律师代表大会，推进人
民调解网格化管理模式等重点
工作关系到市民的日常生活，
对法治社会的建设完善起到推
动作用。

今年289个社区

建立“律师工作室”

菏泽市司法行政工作会议
上，要求2015年继续推进立体

化服务体系建设，以市司法行
政法律服务中心为龙头，县区
法律服务中心和基层公共法
律服务中心为杻纽，社区律师
工作室、品牌个人调解室、调
解委员会、法律援助联络站点
为基点，打造网格化服务模
式。

其中，推广牡丹区东城基
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建设经
验，年内每个县(区)建成1-2
个基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探
索推动在高新区、开发区等建
立司法行政机构。

此外，今年还将进一步提
升公共法律服务质量，推进司
法所规范化建设，省、市级规
范化司法所分别达到6 0%和
85%，在全市289个社区建立
“律师工作室”，实现全覆盖，继

续推进品牌调解室创建，年底
力争达到100家，加大援助站点
建设力度，乡镇(办事处)法律
援助联络站达到165个，村(居)
联系点达到1500个。

召开菏泽第五次

律师代表大会

据了解，今年司法局将开
拓涉外法律服务，建立健全高
端专业人才库，发挥菏泽市律
师调解中心的作用，组织律师
积极参与矛盾预防和纠纷调
解工作，并开展公职律师和公
司律师试点。

同时，将召开菏泽市第五
次律师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
一届理事会和领导班子，优化
重点建设法律服务团、政府法

律顾问团、新农村建设法律志
愿团等团组。

推进人民调解

网格化管理模式

经过多年的努力，菏泽逐
渐建成以人民调解为基础，人
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
衔接配合的大调解机制。今年
将继续完善市、县、乡镇、村
居四级人民调解网络并积极
发展专业性、行业性调解组
织，向道路交通、物业管理、
环境保护、消费、价格等领域
拓展。

此外，将建立人民调解工
作经费保障机制，提高人民调
解员待遇。完善人民调解员准
入制度。

菏菏泽泽推推动动完完善善法法治治社社会会建建设设
今年289个社区将建立“律师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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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体验验科科学学
4日，记者从菏泽市图书馆

获悉，由菏泽市图书馆、菏泽
市科普馆、牡丹区科协联合举
办的科技巡展活动在菏泽市
图书馆举行，此次活动以“体
验科学”为主题，展出时间由3

月1日开始，一直持续到3月15

日。展出内容不仅包括科普器
材、科普挂图，更有机器人DIY

这类的新颖活动，还有科普咨
询交流等活动，为广大市民提
供了解科技、走进科技的机
会。

本报记者 李德领 通
讯员 胡宇翔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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