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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家企业签订

合作意向166项

一季度政府信息公开考核情况出炉

仅仅三三单单位位及及时时公公开开任任免免信信息息

纳税信用等级评定出结果

339988户户““DD级级户户””多多项项服服务务受受限限

即将在希森大酒店举办的
海参直销节 ,受到市民的广泛关
注。据了解，本次活动直销的优
质海参产自威海海域。威海海域
具有海参生长的良好环境，无海
水污染 ,此海域产的刺参 ,营养价
值要远高于其他地方产的海参 ,
是海参中的名贵品种。海参直销
节上销售的海参价格便宜 ,相当
于商场价格的三折 ,并且所售精
品刺海参绝不含糖、盐等成分。
海参产品经国家权威检验，市民
可放心购买。

优质海参抢购热线：4006-900
-166，咨询热线：13256689666 时
间：4月24—27日。

在北方沿海地区,主要是山东

和大连一带,大多数人老年人五一
就开始购买海参。因为新参上市海
参中的丰富营养,可以有效帮助人
们提高免疫力,提高抗病毒能力,从
而远离疾病。但是很多南方和内陆
人们,很少了解海参,人步入老年之
后,组织代谢趋慢,器官机能下降,
免疫功能降低,抗病能力比青壮年
减弱很多。

中医认为海参具有比较强
的滋补作用 ,可以补肾益精、养
血润燥、壮阳疗痿、调经养胎。近
年来还发现海参有抗癌作用 ,海
参中提取的黏多糖 ,具有抑制肿
瘤细胞的生长和转移作用 ,海参
十分适于下列老人食用 : 1、老年
体弱者，多与瘦猪肉或种鸡一起

炖煮或煲汤服。2、适用于阳痿梦
遗、小便频数、肠燥便秘的老人 ,
宜与羊肉一起煨汤。3、适用于癌
症病人。4、因其属低脂肪、低胆
固醇的动物食品、高血压、血管
硬化、冠心病、肝炎患者 ,也可食
海参。此外 ,海参属滋补品 ,痰多、
舌 苔 厚 腻 者 不 宜 食 用 ；泻 痢 遗
滑、脾弱的老人，均不宜食用。
◆海参知识介绍◆

威海刺参是名贵海产动物，因
补益作用类似人参而得名。海参肉
质软嫩，营养丰富，是高蛋白、低脂
肪食物，滋味腴美，风味高雅，是久
负盛名的名馔佳肴，是海味“八珍”
之一，与燕窝、鲍鱼、鱼翅齐名，在
大雅之堂上往往扮演着“压台轴”

的角色。
海参体呈圆柱形，口在前端，

口周围有触手，肛门在后端。海参
的生长区域很广阔，遍布世界各海
洋。我国所产的海参中以刺参、乌
参、乌元参、梅花参等经济价值较
高。

海参营养分析：
1、海参含胆固醇低，脂肪含量

相对少，是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
低胆固醇食物，对高血压、冠心病、
肝炎等病人及老年人堪称食疗佳
品，常食对治病强身很有益处。

2、海参含有硫酸软骨素，有助
于人体生长发育，能够延缓肌肉衰
老，增强机体的免疫力。

3、海参微量元素钒的含量居

各种食物之首，可以参与血液中铁
的输送，增强造血功能。

4、最近美国的研究学者从海
参中萃取出一种特殊物质--海参
毒素，这种化合物能够有效抑制多
种霉菌及某些人类癌细胞的生长
和转移。

5、食用海参对再生障碍性贫
血、糖尿病、胃溃疡等均有良效。

6、海精氨酸最为丰富,号称“精
氨酸大富翁”。众所周知,精氨酸是
构成男性精细胞的主要成分,又是
合成人体胶原蛋白的主要原料,可
促进肌体细胞的再生和肌体受参
损后的修复 ,还可以提高人体的免
疫功能,延年益寿。故古代医人称海
参补肾经、益精髓。

新新参参上上市市，，进进补补海海参参正正当当时时
希森大酒店威海刺身直销惠即将开始

本报4月22日讯(记者 刘振
通讯员 王永强) 22日，全省

装备制造技术创新对接会在德州
正式收官，这场科技盛会取得了
丰硕成果。根据统计，截至发稿
前，“山东省装备制造技术创新对
接会”共计现场解决企业技术难
题、达成初步合作意向361项，德
州共144家企业与机械总院各科
研机构签订技术合作意向166项。

21日，全省装备制造技术创
新对接会在德州举行，来自全省
17地市的538家装备制造企业、
1000余人参加，其中德州参加企
业260家。对接会邀请机械科学研
究总院所属16个研究所、科研院
同时发布推介重点科技成果，分5

个分会场，围绕智能制造技术、装
备制造业行业服务、装备制造企
业工程设计与建设、精密铸造技
术、先进锻压及热处理技术、高端
齿轮传动技术、材料保护技术、先
进焊接技术等8大技术专题，开展
地区合作交流，探索科技合作。

临邑巡查组

巡查15部门

本报4月22日讯(记者 刘振
通讯员 宁艳青) 近日，临邑

县召开党风廉政建设专项巡查工
作动员会，印发《临邑县开展第一
批党风廉政建设专项巡查工作总
体方案》，对首批党风廉政建设巡
查工作进行部署安排。首批5个巡
查组将对县畜牧局等15个单位开
展巡查。

“本次以县纪委派驻纪工委
为主体，吸纳组织、审计、财政等
部门干部成立的首批5个巡查组，
将对县畜牧局、食药监管局、油区
办、房管中心、卫计局、农机局、残
联、住建局、民政局、财政局、医药
公司、教育局、人社局、农林局、政
务中心等15个单位开展巡查。”临
邑县纪委工作人员称。

本次专项巡查时间为30天，
其中集中巡查阶段为20天，将以
被巡查单位领导班子、科级干部
为重点，主要巡查执行财经纪律、
津贴补贴发放、公款私存等方面
的情况。

本报4月22日讯(记者 李
榕) 日前，德州通报了全市一
季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情况。
在列入考核范围的60个市直部
门、单位中，包括市国税局、市
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等位
列前十位。此外，人事任免、领
导信息发布不及时等，一季度涉
及人事调整的单位有11个，仅有
三个单位及时公开了任免信息；
32个单位没有按照要求及时公
开属于公开范围的部门文件。

通报显示，一季度中，市统
计局、市水利局、市国税局、市环

保局、市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
室等市直部门、单位位列前十
位；而德州职业技术学院、市规
划局、市烟草专卖局因政务信息
更新不及时等，垫底“后三位”。

一季度中，60个部门、单位
共保障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平台
信息5169条，环比增长3 . 1%，
同比增长53%。其中，规范性文
件、政策解读公开保障方面，重
点建设项目、财政预决算信息
公开方面，以及政府采购信息
发布均较好。在一季度中，进行
政府采购的单位有12个，其中8

个单位及时发布了采购公告、
中标公告等信息。

但信息公开指南、年报、监
督保障机制不及时、不规范，其
中指南更新不规范的单位有32
个，年报内容不全的单位有30
个，没有及时更新监督保障机
制的单位29个；人事任免、领导
信息发布不及时，一季度涉及
人事调整的单位有11个，仅有3
个单位及时公开了任免信息，
并及时调整了领导信息；部门
文件公开情况较差，32个单位没
有按照要求及时公开属于公开

范围的部门文件。政民互动系统
回复较差，一季度接到网民提
问、建议、投诉、咨询等互动诉
求的单位有20个，其中12个单
位没有或超期答复网民诉求。

此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
水平显著提升，其中财政预决
算、“三公经费”、土地征收、国
有建设用地出让、保障性住房、
社会保障、统计进度、环境保
护、供电、天气预报等重点信息
公开较为到位；食品、药品及高
校招生信息、财务信息则没有
及时公开。

本报4月22日讯(记者 李
榕 通讯员 陈兴龙) 22日，
记者了解到，2014年度德州市
纳税信用评定情况公布，全市
纳 入 评 定 范 围 的 纳 税 人 共
12760户，其中共评定A级纳
税信用企业648户，评定D级
纳税信用企业398户。对于评
定为A级的纳税信用企业可
享包括普通发票按需领用等
6项“定制服务”；对D级纳税
信用企业建议相关部门在经
营、投融资、注册新公司等方
面予以限制或禁止。

税务机关依据纳税人上一
纳税年度的相关涉税信息，包
括涉税申报信息、税款缴纳信
息、发票与税控器具信息、登记
与账簿信息，纳税评估、税务审
计、反避税调查和税务稽查信
息等。依照纳税人各类信息的
真实性、完整性，特别是税款缴
纳的准确性、及时性等情况，进
行综合评判打分，按照得分多
少区分评定为不同的纳税信用
级别。

纳税信用等级按照分数高
低分为A、B、C、D四级。去年，

包括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山东景津环保设备有
限公司在内的648家纳税企业
被评为A级纳税人，可享6项

“定制服务”：主动向社会公告
年度A级纳税人名单；一般纳
税人可单次领取3个月的增值
税发票用量；普通发票按需领
用；AAA级信用级别的纳税
人，除享受以上措施外，还可以
由税务机关提供绿色通道或专
门人员帮助办理涉税事项；积
极协调银行等金融机构，为纳
税人贷款、融资提供税收信用

证明服务等。
对于D级纳税企业，税务

机关除依法从严管理、加强重
点监控外，还将严格执行《关于
公布重大税收违法案件信息的
公告》，将其纳税信用评价结果
通报相关部门，建议在经营、投
融资、注册新公司、进出口、出入
境、工程招投标、资质审核、高消
费等方面予以限制或禁止。

据悉，市民可通过德州
市国税局、德州市地税局门
户网站对纳税信用评价结果
进行查询。

4月22日，天衢东路下穿京台高速的涵洞正在做路基铺设和护坡处理。据了解，建成后将扩充东西方向
的通行道路，提高通行能力。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扩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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