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3月30日 星期一 编辑：赵旭 美编/组版：李冲
C03重点<<<<今 日 滨 州

《2015年法治滨州建设工作要点和工作项目计划》公布

彻彻底底取取消消非非行行政政许许可可审审批批项项目目

滨州市大洪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注册号：371602200001266)
经股东决定注销公司，现公司
已经成立清算小组，组长为单
寿光。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
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张兴安丢失中国银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4663000229201，特此声明
作废。

注销公告

齐建涛丢失建筑施工
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建筑
电 气 焊 接 ) 证 号 ：鲁
M072014000276，特此声明。

挂失

本报3月29日讯(通讯员 龙
德波 王杰 记者 王晓霜)

日前，《<中共滨州市委关于贯彻
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全面推进依法治市的意见>责任
分工方案》和《2015年法治滨州
建设工作要点和工作项目计划》
正式公布，这标志着法治滨州建
设全面展开，并将50项重要工作
进行了分工。今年滨州将推进科
学立法，加强法治队伍建设，努

力创建全国法治城市。
《计划》中指出，2015年是全

面推进依法治市的开局之年，也
被确定为滨州市“法治建设年”，
首先要组建立法专门机构，初步
建立起人大主导、有关部门参
加、专家学者广泛参与的立法运
行体制机制，奠定地方立法工作
基础。

法治滨州建设中如何建设
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是重中之

重。《计划》指出，滨州将探索法
治政府建设考核评价体系，加
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
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
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同时加
快政府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建设，消除
权力寻租空间，彻底取消非行
政许可审批项目。

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细
化、量化执法裁量权，进一步规

范执法程序和执法行为。推进
市、县区城管综合执法向基层延
伸，探索县区、乡镇综合执法试
点。加强行政执法全程记录制度
建设，健全完善行政执法责任制
度、责任追究机制、责任追究典
型问题通报制度，并推进行政机
关首长出庭应诉。另外，还要强
化财政资金监管，市级政府预决
算、部门预决算、“三公”经费预
决算、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报告全

面公开。
要加强公正司法建设，提高

社会公信力。推进审判公开、检
务公开、警务公开和司法行政公
开，并规范司法人员交往行为。
推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
改革，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
度。全面清理各类执法司法考核
指标，坚决取消刑事拘留数、批
捕率、起诉率、有罪判决率、结案
率等不合理的考核项目。

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座谈会召开

提提炼炼滨滨州州符符号号 讲讲好好滨滨州州故故事事
本报3月29日讯(通讯员

娄延峰 记者 王晓霜 ) 27
日，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座
谈会召开，滨州市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周静指出，宣传思想工
作必须抓准项目，选好切入点
和着力点，把项目建设摆在重
中之重的位置，聚焦全市优质
资源和力量，集中打造一批以

滨州为代表符号的滨州故事系
列的文化园区和项目。

目前滨州市已初步确定了
一批项目，如孙子文化研究宣
传开发利用项目，梁漱溟乡村
建设运动，渤海革命老区红色
文化体验项目，学习城市、悦读
滨州建设项目，滨州城市形象
品牌塑造项目等等。周静强调，

各县区要在搞好调查、摸清底
数、做好分析的基础上，立足自
身优势，以提炼滨州符号、讲好
滨州故事为落脚点，着力培育
一批能够影响滨州长远发展的
大项目、好项目、拳头项目。

“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呈现
新的复杂局面，媒体格局深刻变
化，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的需求

更高，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环
境、对象、范围、方式都发生了很
大变化，改革创新的任务更加迫
切。”周静表示，宣传思想文化工
作的新常态主要表现在党性与
人民性高度统一，由数量扩张转
向提质增效，由要素驱动转向创
新驱动，由“单打独斗”转向“联
合作战”等几个方面。

全市保障性安居工程暨建筑节能工作会议召开

8855个个棚棚户户区区改改造造项项目目惠惠及及近近两两万万户户
本报3月29日讯(通讯员

李玉洋 李军帅 记者 阚乐
乐) 28日，全市保障性安居工
程暨建筑节能工作会议召开，
副市长王瑜对相关工作做了安
排部署，今年保障性安居工程
建设数量将成倍增加，棚户区
改造项目数量将是2010到2014
年的改造总和。

今年，全市保障性安居工
程新开工建设任务是22730套，
是去年任务的近三倍，基本建

成建设任务是12489套，是去年
任务的两倍。而在棚户区改造
方面，截至去年年底，全市启动
棚户区改造项目共23个，开工
套数为4824户。今年的棚户区
改造将是城建工作中的重中之
重，年内全市将改造85个项目，
共18896户，是全市2010到2014
年的改造总和。

副市长王瑜指出，保障性
安居工程和建筑节能工作涉及
面广，社会关注度高，群众期望

大，今年任务艰巨、形势严峻、
时间紧迫，也要确保时效，把保
障性安居工程建成群众“放心
工程”。

会议建议积极推广棚改货
币安置。“与实物安置相比，货
币安置有利于群众早日住上温
暖安全、产权明晰的住房，避免
安置过渡时间长、居住条件艰
苦等困难；有利于提高安置工
作效率，节省过渡费用；有利于
刺激房地产市场，更好发挥市

场作用。”王瑜表示，并要求各
县区要解放思想，积极创新，采
取有力措施推动棚改货币安置
取得新成效，探索出棚户区改
造一条新路子。

市住建局局长佘洪烈表示，
各县区要加大棚户区改造力度，
编制实施棚户区改造配套设施
年度建设计划，核准核实户数，
逐项目逐户落实，优先安排迫切
需要改造的棚户区，积极推进棚
户区改造货币安置。

全市教育工作会议召开

学学业业水水平平考考试试结结果果或或以以等等级级呈呈现现
本报3月29日讯(记者 张

爽 ) 27日上午全市教育工作
会议召开，初中学业考试和高
中招生工作将修订完善，考试
范围覆盖国家规定的所有科
目。另外，全市规划完成中小
学校舍标准化建设项目 2 0 0
个，而违规办学将列入“黑名
单”。

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杨光军介绍，今年将修订完善
初中学业考试和高中招生工
作意见，学业水平考试范围覆

盖国家规定的所有科目，考试
结果以等级或及格、不及格方
式呈现。做好农村留守儿童、
残疾儿童少年的入学工作，推
进残疾儿童随班就读和开展
送教上门工作，残疾儿童少年
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95%。

全市规划完成中小学校
舍标准化建设项目200个，购
置教学、生活设备器材5万件
套，改造运动场地及实验室
100个，改善薄弱学校基本的
教学条件和生活条件。宽带网

络“校校通”完成的学校比例
达到100%，“优质资源班班通”
完成的学校比例达到90%，“网
络学习空间人人通”完成的学
校比例达到70%，建设教育资
源公共服务平台、教育管理公
共服务平台。

在学校管理上，要从规范
办学行为抓起，建立违规办学

“黑名单”，加大对违规行为的
查处力度。到2016年，各县区
至少建成1处综合性、多功能
的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来

提高主题课程和社会实践课
程的比例。

杨光军说，职业教育建设
要建设一批高水平的职业院
校，必须舍得在机械设备上投
入。继续推进能工巧匠进职校
计划，提高“双师型”教师比
例，促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
协调发展，扩大双证互通范
围，让中职毕业生既能拿到学
历证书，又能拿到职业资格证
书。

人才服务大集
送到村民门口

3月28日上午，高新区党群工
作部在小营街道办事处潘家村举
办“人才服务大集”活动。由滨州
市人民医院和市疾控中心的专家
把“专家义诊”和“专家大讲堂”送
到群众的家门口，完成义务查体
近80人次，发放宣传材料500余
份。
本报通讯员 刘通通 姜红
本报记者 郗运红 摄影报道

出租车司机免
费体检抢名额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租
车行业已经成为交通运输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城市发展中有着不
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然而，出租车
司机的健康状况却不容乐观；由
于出租车司机长期处于狭小的工
作空间、固定的工作体位、工作时
间长、餐饮不规律、精神高度集中
等职业特点，导致许多司机的身
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有的甚
至患有疾病。

慈铭体检中心结合出租车司
机的职业特点抵制体检套餐，套
餐体检项目包括：身高体重血压
测量、内科、外科、眼科、口腔科、
耳鼻喉科检查，(女性增加妇科)、
血常规、尿常规、心电图、静脉采
血、肝功能二项、肾功能三项、血
脂二项、空腹血糖、胸部透视、DR
颈椎侧位片，并提供免费早餐一
份，价值约450元。本次活动由交
通广播电台负责体检司机的报名
和确认，慈铭体检中心负责体检
实施。 本报记者 代敏

今今日日阳阳光光明明媚媚，，明明日日阴阴云云密密布布
小雨天气将持续3天，降温幅度将达10℃以上

本报3月29日讯(记者 王
晓霜 ) 本周一滨州将持续升
温，最高温将达到26℃，但值得
注意的是，从周二起滨州将出
现小雨和剧烈降温，并且将持
续3天，降温幅度或将达10℃以
上。

进入3月下半月之后，滨州
的气温出现了质的飞越，最低
气温由之前的在0℃—5℃之间

摇摆不定，这几天一下蹿升到
了5℃之上，最高温更是从16、
17℃蹿升到了20℃以上。尤其
是刚刚过去的周末，最高温达
到了24℃，最低温也达到10℃
左右，在暖暖的阳光和和煦的
春风下，大家纷纷走出室内，来
到户外享受春日的美好时光。

根据预报，本周一滨州将
维持上周末的升温节奏，气温

继续攀升，预计白天最低温
8℃，最高温有望达到26℃，再
次成为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
在3—4级东南风的影响下，虽
然是多云天气，但仍然十分暖
和，适合大家外出。

从周二开始，一股冷空气南
下经过滨州，之后天气形势将现
转折，一直延续的20℃以上的温
暖春日将戛然而止。随着冷空气

南下，周二这天滨州将迎来一场
小雨过程，当天最高温降至
21℃，最低温变化不大。

周二的降温只是前奏，周
三开始冷空气才正式发威。这
场雨将持续到周四，气温在也
急转直下，预计周三最高温仅
有11℃，周四更是跌至8℃，降
温幅度高达13℃，到周五才会
开始重新回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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