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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 失
淄博凌旭商贸有限公司丢失财

务章，法人章(李守芳)各一枚纳税
人登记号：370305672234299，声明作
废。

淄博市临淄区石化燃料有限公
司编号为101001368135山东省非税
收入通用票据丢失，声明作废。

丢失声明
山东省齐鲁干细胞工程有限公

司不慎丢失收款专用收据，号码为：
3215,3448,3494,3674,3968,4410,4542,
4850,5077,5707,6262,6337,6350,6500,
0130674,0130676,0130680。

特此声明作废！

去年市物价局组织开展了节
假日市场价格、资源性产品价格、
旅游行业、交通和建设、教育、医
疗、涉农等一系列专项检查，查处
价格违法案件138起，实施经济制
裁1280 . 2万元。

此外，顺势而为保持了物价
平稳运行。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总
水平同比上涨1 . 6%，比全省低0 . 3

个百分点 ,比全国低0 . 4个百分点。
完善居民生活用电阶梯价格

制度，落实了城乡“低保户”和农
村“五保户”免费电量款发放工
作。调整了天然气价格，实行了居
民用气阶梯价格政策。调整规范
了幼儿园收费标准，公布了4个区
县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单位医疗服
务价格，出台了新的征地地面附
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下调了住
宅物业电梯运行费标准，批复了7

个保障性住房项目价格，对 2 3处
小区物业服务收费、3 1家房地产
企业7 6 7 6套商品房销 (预 )售价格
进行了备案。

积极拓展价格服务渠道，完
成成本监审项目6个，净核减成本
2 . 6 7 亿元；各类价格认定、认证
12719件，标的额15 . 5亿元；物价窗
口受理各类审批事项205件；依托
物价门户网站、政务微博发布各
类价格政策信息300余条；升级改
造了“12358”价格举报平台，整合
并入“市长热线”，年内办理群众
咨询投诉2210起。

去年查处价格

违法案件138起

既防通缩又防通胀,密切关注粮油肉蛋菜等生活必需品价格

今今年年淄淄博博CCPPII预预期期调调控控目目标标33%%
本报3月5日讯(记者 刘晓

通讯员 商佃明) 5日，记者
从市2015年物价工作会议上了
解到，淄博今年将按照既防通缩
又防通胀的“双防”要求，密切关
注粮油肉蛋菜等生活必需品价
格，实时掌握价格动态，今年价
格预期调控目标确定为3%左右。

今年1月份淄博CPI为0 . 8%，
连续两年维持较低水平。在经济
发展新常态下，淄博将准确把握
价格动向，主动采取应对措施，
确保全市价格总水平保持在合
理区间，今年价格预期调控目标
确定为3%左右。

“今年将更加关注石油、化
工、煤炭、建材等基础原材料价
格，跟踪了解大宗工业品价格，
地方主导产业企业产品价格，切
实加强分析研判，增强价格监测
预警反应灵敏度和价格调控的
预见性和针对性，服务政府决策
和经济运行。”市物价局局长石
广博介绍。

在现有基础上，淄博物价部
门将依托价格监测中心，逐步建
立健全覆盖生产、流通和消费各
环节的实时价格监测系统和定
期成本调查系统，逐步构建价格
大数据平台。

同时，借助实时价格监测
系统和卓创资讯等外部资源，
整合各类监测数据，构建淄博
价格指数体系，服务地方经济
和政府决策，力争年内基本形
成具有淄博特色的较为完善的
价格指数体系，提升市场价格
话语权。

2014年淄博价格运行价格
指数除5月份为2 . 0%外，其余月
份均进入“1”时代。“今年我国经
济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
必然影响价格总水平，可能在一
定时期内低位运行。”石广博说。

阶阶梯梯水水价价或或年年内内实实行行
已完成中心城区供水成本监审，届时将举办听证会

本报3月5日讯 (记者 刘
晓 通讯员 商佃明 ) 今年
淄博将深化重点领域价格改
革，年内适时调整中心城区自
来水综合水价，理顺水价内部
比例关系，实行阶梯水价政
策。

据了解，2015年是我国全
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并将
全面实行居民阶梯水价气价。
淄博自去年8月份开始天然气
阶梯价格的调整，并于去年11

月份顺利完成调整。今年将着

力围绕阶梯水价制度，深化
电、气、供热、交通、医药、高校
等价格改革。

“要把握好调价的时机和
节奏，周密细致地做好准备工
作，在依法履行成本监审、价
格听证及重大行政决策的各
项法定程序基础上，多渠道广
泛听取、吸收社会各界意见建
议，科学制定好调价方案，确
保调价顺利实施。”市物价局
局长石广博介绍。

据介绍，目前市物价局已

经完成了中心城区供水成本
监审，为下一步水价调整打下
了基础。“今年是价格改革的
重要一年，各类价格改革都已
提上日程，任务艰巨繁重。今
年将围绕水价调整，做好价格
监管和服务工作。”石广博说。

据悉，实行阶梯水价之
后，将大幅度拉开少量用水与
超量用水水价之间的差距 ,让
节水者得到奖励 ,让浪费者承
担高额成本 ,从而引导居民合
理用水、节约用水。

严严查查教教育育医医疗疗等等领领域域违违规规收收费费
全面清理择校费、赞助费，适时出台新版医疗服务价格收费标准

本报3月5日讯(记者 刘晓
通讯员 商佃明) 今年，淄

博市物价局将对教育、医药、住
房、物业等民生价格热点领域
保持严查的高压态势，加大案
件处罚力度。

据了解，市物价局将继续
规范整顿教育收费，全面清理
择校费、赞助费等与入学、入园
挂钩的不合理收费；联合教育、
财政部门，进一步完善公办幼
儿园收费政策。

此外，还将积极推进医药

价格改革，改进医疗服务和药
品价格定价办法，适时出台新
版医疗服务价格收费标准。认
真搞好调查研究，规范道路交
通安全违法、交通事故车辆停
车场和公共停车场车辆停放服
务收费标准。进一步规范殡葬
服务收费政策，落实殡葬基本
公共服务价格优惠政策。进一
步规范旅游景点门票价格，研
究建立价格监管的长效机制。
从严审批保障房价格和租金标
准，进一步规范普通住宅前期

物业服务费、停车服务费、车位
租赁费等物业收费行为。

“今后凡是未列入收费目
录的，一律不得收取；凡是不按
政策、按标准收费的，一律严肃
查处。继续开展涉企收费专项
检查，查处不按规定收费、自立
项目收费、强制收费、只收费不
服务或少服务等违规行为。”淄
博市物价局局长石广博说。

同时，进一步修订完善《市
场价格监管方案》，针对虚构原
价、虚假打折、虚假促销等价格

欺诈行为，定期组织开展专项
整治行动，重点查处商业零售、
旅游、餐饮、电子商务、汽车销
售等行业和领域的价格欺诈行
为。

“进一步加强‘12358’举报
平台建设，建成全市统一联动、
四级联网、公开透明的价格举
报系统，提高价格举报受理、查
处、反馈水平和效率。企业、基
层和群众有什么需求，只要找
到我们物价部门，都要积极主
动地提供好服务。”石广博说。

新新建建工工程程农农民民工工工工资资须须月月清清
推行建筑领域劳务人员实名制，企业严重欠薪进“黑名单”

本报3月5日讯(记者 臧振
通讯员 陈亮 史琨) 5日，

市建管处公布了2015年淄博市
建筑管理工作要点，淄博市将
全面推行建筑领域劳务人员实
名制，新建工程农民工工资必
须月清月结。如果出现严重工
资拖欠行为，将依法对企业市
场准入、招标资格和新开工项
目施工许可等进行限制。

今年，淄博市将从源头治
理农民工工资拖欠，强力推行

《淄博市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
支付管理暂行办法》，实现工资
性工程款按月预付，农民工工
资月结月清。推行劳务人员实
名制管理。建立劳务队伍、人员
数据库，实现工程款拨付、工资

发放网上监控。建立上访登记、
处置制度，数据分析台账，现场
清欠检查实时录入，统一纳入
工程信息监管平台系统。同时，
通过行政手段和信用管理，联
合打击各类拖欠农民工工资、
恶意讨要工程款和上访解决工
程纠纷等行为。

“全部建筑领域新建工程
必须严格执行农民工工资月清
月结，并按月将工资打入农民
工银行账户。”市建管处工作人
员表示，住建部门将按照工资
支付管理办法要求，联合人社、
公安、人行等部门对于不按规
定执行的建设各方进行查处，
确保各项要求落实到位，保障
农民工合法权益。

在张店城区一工地，工人冒着酷暑作业(资料片)。
本报记者 王鸿哲 摄

相关链接

另外，天然气价格方面，国家
发改委确定从 4月 1日起，天然气
价格并轨。市物价局将根据省局
部署，适时调整非居民用天然气
价格，实行存量气和增量气价格
并轨。物价局将认真贯彻落实国
家、省各项电价政策，特别是落实
好环保电价、差别电价及可再生
能源电价补贴政策，支持企业发
展，促进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

此外，继续深化供热计量收
费改革，合理确定基本热价和计
量热价，完善相关价格政策。借鉴
外地先进经验，适当调整供热、供
水、供气等专项城市基础设施配
套费配套范围和收费标准。贯彻
国家、省有关规定，提高主要污染
物排放收费标准，研究制定不同
类别危险废物处理的指导价格。
完善公路客运票价管理，制定公
布我市道路班车客运燃油附加费
联动上限票价。

存量与增量气价并轨

调整非民用气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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