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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地税系统法律

顾问制全省领先

本报4月15日讯 (记者 王
璐琪 通讯员 张继恒 ) 1 5
日上午，山东民颂律师事务所
主任律师刘树松在市地税局党
组书记、局长王海军手里接过
聘书。这是市地税局制定《滨州
市地方税务局法律顾问管理办
法》之后正式聘请法律顾问，比
省内其他地市税务局领先。

2015年初，市地税局在整
合 内 部 法 律 人 才 和 注 册 会 计
师、税务师等业务能手组成法
律工作组，在一些纳税事务涉
及法律知识或者涉税的疑难案
件上，这个小组的成员可以运
用法律思维和法律法规提升办
事效率。在没有成立法律工作
组之前，每次在纳税服务中遇
到法律方面的问题，市地税局
的工作人员需要查阅资料或者
请示上级，，但是有了法律工作
组之后，很多纳税服务在法律
方 面 的 解 答 和 举 措 都 更 加 专
业。

市地税局制定了《滨州市
地 方 税 务 局 法 律 顾 问 管 理 办
法》，外聘高素质法律顾问，形
成了内部法律人才与外聘法律
顾问优势互补，共同提供优质
法律服务的良好格局。外聘的
法律顾问是从执业律师中选聘
的，有丰富的律师工作经验，曾
办理有较大影响力的案件，在
专业领域享有一定知名度，市
地税局党组书记、局长王海军
说：“现在提倡法治思维，我们
税务系统常常会面临一些法律
上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整合
内外资源。”

沾化海防8100米

防潮大坝加固

本报4月15日讯 (通讯员
杨 涛 陈 方 明 记 者 王 晓
霜 ) 10日，滨州市沾化区海防
办事处沿海8100米防潮大坝维
修加固工程竣工，可有效地保
护附近辖区内 5家盐化和养殖
企业，8000亩盐田、虾池、海参
池和5 0 0余名职工群众的生命
财产安全。

沾化海防办事处是滨州市
沾化区的一块“飞地”，北临渤
海，海岸线长达106公里，经常
遭受风暴潮的侵袭，1 9 9 7年、
2003年、2005年曾遭受了三次
大的风暴潮侵袭。1 9 9 7年 8月
伴随着1 1号台风的强力登陆，
办公、居民区平均进水 1 . 2米
以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遭受
巨大损失。2003年10月潮水再
次侵袭，海防院内水深达5 0公
分，职工宿舍积水达，海防基础
设施遭受进一步破坏。2005年
8·8“ 麦 莎 ”台 风 引 发 了 风 暴
潮，海防路面水深达50公分，屋
内积水4 0多公分，造成直接经
济损失1170万元。

今年 3 月份，经海防党工
委、办事处多次研究，多方筹措
资金，启动防潮大坝全程加固
维修工程，总计投资50余万元，
动用土方 2 0 0 0 0立方，动用挖
掘机、推土机、拉土机械80余台
次。

滨城区政务服务中心主任孙宏博网谈阳光政务

原原来来半半个个月月业业务务现现在在33天天办办结结

滨城区政务服务中心主任孙宏博。

惠民县政务服务中心主任张洪民网谈阳光政务

““值值班班厅厅长长””解解疑疑答答惑惑提提供供便便利利
本报4月15日讯(通讯员

王玮 记者 王晓霜) 自从
2005年惠民县成立行政审批
服务中心以来，经过近十年的
发展，目前，与企业注册审批
关系密切、业务量较大的房
管、国土等17个部门，在中心
设立了窗口，117项审批事项
可直接在窗口办理，搭建了一
个以涉企为主的服务平台。惠
民县政务服务中心主任张洪
民介绍，中心设立了“值班厅
长”，拓宽服务领域，让百姓、
企业来中心办事省时省力。

“为了给办事群众和企业
提供最贴心的服务，我们在中
心大厅设立值周长，即通常说
的值班厅长，每周由2名工作
人员担任。”张洪民介绍，设立

“值班厅长”对第一次来中心
办理业务的群众进行引导或
向他们提供咨询服务，使他们
一进大厅就能感受到服务热

情，感受到“家”的温暖。对于
涉及面广、程序复杂的重大项
目，由值周长根据项目实施情
况或企业申请，对审批过程中
的重大问题进行协调。“同时
还成立了重点项目代办处，把
工作关口前移，主动地为企业
提供全程代办、咨询等服务。”
张洪民介绍，目前惠民县各乡
镇、单位配备了53名专兼职代
办员，初步建立起了“中心”为
开发区、乡镇、重点企业和单
位代理，开发区、乡镇、重点单
位为所负责项目代理的逐级
代理审批网络。“如果有市民
要来中心办理业务可以拨打
5331613或直接向值班厅长咨
询。”

张洪民介绍，为了进一
步拓宽中心的服务领域，为
人民提供便利，惠民县行政
审批服务中心将老年人优待
证业务纳入中心。“只要是惠

民县满60周岁的老年人，带
身份证原件或复印件和1寸
近期彩色照片就行，本人不
用亲自到窗口办理，可委托
别人来办理。”

2014年12月，惠民县行政
审批服务中心正式更名为惠
民县政务服务中心，新的政务

服务中心办公大楼将于2016
年春节前后入驻。张洪民介
绍，惠民县于2013年底成立了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办公室，专
门负责指导、协调全县行政审
批制度改革工作，惠民县编办
目前已经公布了行政审批事
项目录清单和行政权力清单。

惠民县政务服务中心主任张洪民。

本报4月15日讯(通讯员
王玮 记者 王晓霜) 滨城
区政务服务中心于2014年9月
19日正式启用以来，共进驻50
个部门单位(包括第三批)，可
办理行政审批服务事项499
项，设有对外服务窗口111个，
滨城区93%以上的行政审批服
务业务均可在中心办理。滨城
区政务服务中心主任孙宏博
介绍，中心启用以后，大力推
进审批服务“联合联办制”，审
批效率和服务质量明显提高。

孙宏博介绍，滨城区审批
中心在推进审批服务“联合联
办制”方面重点是实行企业设
立注册“多证联办制”和国地
税“合署办税制”。“多证联办”
窗口全权代理企业设立注册
的全部审批流程，将原来需要
跑6个窗口、10—15天才能办
完的业务，压缩到1个窗口、3
天内办结，提高了审批效率。

孙宏博说，这项业务是2014年
底推出的，申办人只要在“多
证联办”窗口将全部材料一次
性提交即可，避免了重复提交
和多头跑问题。其次，全部审
批流程无需申办人亲自跑，通
过网上审批服务系统进行“内
部流转”和“电子化流转”，部
门间信息共享，办事效率显著
提高。

在国地税“合署办税制”
方面，滨城区政务服务中心将
国地税的办税大厅都迁到中
心了，原办税大厅已不再办理
相关业务。孙宏博介绍，中心
打破了部门壁垒，推行“联合
式”办税服务。每个税务窗口
都设有两台主机，通过“一人
双机双系统”和“一键切换”模
式，一名工作人员可同时处理
国地税两家业务。“目前，我们
的国地税窗口全部业务都实
现了联合联办，真正实现了进

一家门、办两家事的目的。”
当前，各级政府大力加强

政务公开工作，让权力在阳光
下运行。对此，孙宏博介绍，滨
城区政务服务中心主要通过

“政务公开制”、“流程透明
化”、“监控全覆盖”、“评价投
诉制”四项措施来实行“阳光
政务”。据了解，所有入驻事项

以及申报材料、办理流程、办
理时限、收费标准和依据等，
全部在中心网站、大厅显示屏
以及各窗口公示，方便群众随
时查阅。所有业务全部通过审
批服务系统来办理，实现了全
流程的网上运转和网上监察，
确保事项能按规定流转、在规
定时限内完成。

本报4月15日讯(记者 韩志
伟) 4月23日快来长途汽车站看
车展吧，除去款式多样，价格优惠
的汽车外，还有机会中得50万大
奖，当天购车还可获得现金补贴。

第八届齐鲁(滨州)车展南区
站即将于4月23日——— 26日在长

途汽车站开幕，各种高中低档汽
车齐聚长途汽车站，丰富多样的
车型任你挑选，本届车展北区站
4S店销售商推出的优惠政策让人
惊讶，而南区站，车展组委会也是
拼了，车展期间，凭当日购车发票
到组委会处可以领取现金补贴，

每天仅限3名，购10万元车型以下
补贴500元，10万(含)——— 20万元
车型补贴1000元，20万(含)以上车
型补贴2000元。每天还会有微信
千元抢红包活动，除去真金白银
的补贴，现场集够印章，就可参加
抽奖，中奖率100%，奖品从880元

的汽车坐垫到低钠盐，各种档次
都有，有意思的是，如果你抽到彩
票，还有机会中得最高为50万的
大奖。除了集印章，你还可以凭借
门票抽取大奖，特等奖将会是
2000元的家电，门票中奖结果将
第一时间公布在报纸上，敬请期

待。
看了这些，你还不动心么，错

过了第一次车展，就不要让自己
再后悔一次了，4月23日，长途汽
车站等你来拿大奖。

（本次抽奖活动最终解释权
归本届车展组委会所有。）

本报4月15日讯(通讯员 张
冬梅 记者 郗运红) 滨州市
贫困人口数量较大，以2013年底
为节点，全市共识别出省标准农
村贫困人口21 . 09万人，其中贫
困妇女9 . 88万人。2014年市妇联
开展系列活动推动妇女就业减
贫实现减贫4 . 64万人，其中贫困
妇女减贫占近半成。

滨州市妇联联合人社、财政
等部门积极推进实施农村妇女
小额担保贷款贴息政策，截至

2014年底，帮助2409名妇女争取
小额贴息贷款7 . 9亿元，落实贴
息资金近400万元，扶持带动
9200余名妇女就业，争取省巾帼
创业行动专项资金26 . 5万元。同
时，加大对“妇”字号龙头企业的
支持力度，为21个企业各申办约
100万元的小额贴息担保贷款。
与齐商银行联合开展“齐商行微
贷助推妇女创业”活动，最高可
为妇女创办的小微企业提供500
万元创业资金，现已完成12个申

贷企业的实地考察，部分企业已
获贷，有效保障了女性创业工作
的开展。

为扶持妇女创业增收，各
级妇联先后组织开展了“千名
枣妹下江南，万名巾帼闯市
场”、“纺织进万家”、“建设新农
村，巾帼创新业”、“产业链延伸
年”、“滨州大姐进青岛”等一系
列活动，主要以提供资金、技
术、信息、项目援助为重点，帮
扶妇女发展了增收项目，扩大

了创业规模，推动了农村妇女
转移就业和城镇妇女创业就
业。

此外，市妇联还发挥女企协
作用，开展技能培训、项目推介、
岗位开发、权益维护等“一条龙”
服务，培养扶持巾帼创业带头人
240多名、巾帼创业示范基地180
处，目前，市女企协会员已达180
余人，会员企业168家，各县区也
都建立起了女企协或女性创业
者协会，会员人数达480多人。

市妇联开展系列减贫活动，全市4 . 64万贫困妇女再就业

小小额额贴贴息息贷贷款款保保障障女女性性创创业业

来春季车展南站，你买车，我补贴

来来长长途途汽汽车车站站中中5500万万车车展展大大奖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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