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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城市·悦读滨州”启动仪式23日举行

城城市市，，因因““悦悦读读””而而美美丽丽
本报4月23日讯 (通讯员

娄延峰 记者 王晓霜) 23日
是第20个“世界读书日”，由滨
州市委、市政府主办，滨州市委
宣传部承办“学习城市·悦读滨
州”启动仪式在市民活动中心
举办，标志着滨州市“学习城
市·悦读滨州”活动正式拉开序
幕。活动旨在动员全市广大干
部群众积极参与全民阅读，倡
导人们多读书、读好书、善读

书。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

静在仪式上指出，当前滨州市
正处在加快转型升级的关键时
期，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
展，迫切需要提高全民科学文
化素养，进一步提升滨州的文
化“软实力”，走内涵发展之路。

“建设学习城市，让‘全民学习·
快乐阅读’成为滨州最具时代
特点的精神品质和动力源泉，

让广大干部群众在学习中陶冶
情操、提高能力，对于提高城市
品质、树立理论自信、强化文化
自觉具有深远的影响。”

周静表示，滨州要深入开
展全民阅读进农村、进社区、进
校园、进企业等活动，充分调动
群众阅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积极举办读书月、读书季活动，
开展精品图书展销活动，组织
各类特色、特价书展、书市，举

办“大众喜爱的图书”评选、读
书征文比赛等活动。

活动开展的同时要注重保
障体制机制建设，制定出台相
关法规、条例，促进全社会阅读
风尚的形成。开展“全民学习·
快乐阅读”志愿服务，满足城乡
低收入居民、进城务工人员、留
守儿童、残障人士等不同群体
的阅读需求，让全体市民都能
在阅读中感受快乐、放飞心灵。

在启动仪式上，滨州市团
市委副书记张博宣读了《学习
城市·悦读滨州活动倡议书》。
启动仪式结束后，中央党校马
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主任陈冬
生教授为大家作学习型社会建
设专题报告。报告立意高远，深
入浅出，分析透彻，事例鲜活，
使与会者对如何更好读书学
习、建设学习型社会有了更深
刻的认识。

全市中小学生古诗词朗诵大赛报名今日11点截止

初初赛赛前前增增设设选选拔拔赛赛环环节节 书店阅读者
以学生居多

本报4月23日讯(记者 王
茜茜) 截至23日下午6点，全市
中小学生古诗词朗诵大赛报名
已达200人，场面非常火爆。因
报名人数较多，比赛时间相对
紧张，为了让大赛公正有序进
行，将在26日初赛前增设选拔
赛环节，选拔赛于26日上午8点
开始，将有70%的选手进入初
赛。

为了确保大赛公正有序进
行，大赛组委会决定，在初赛前
增设选拔赛环节，于26日上午8
点开始，且设置30%的淘汰率，

剩余70%的选手将进入初赛，
于当天8点30分开始。初赛后将
有50名选手进入5月9日的决赛
现场。

26日，在杜受田故居比赛
结束后，选手们可到咨询台领
取参赛礼包，包括一张杜受田
故居的门票和一本国学经典

《杜氏述训》。大赛报名将于4月
24日上午11点截止，报名还剩
半天时间，准备报名的小朋友
抓紧啦。
◆报名须知：
1、报名免费，全市在校中小学

生均可报名，可团体报名，但须
以个人形式参赛。
2、自选古诗词篇目，时间限制
在三分钟以内。
3、报名方式：

A .现场报名：滨州市黄河
十路渤海九路锦城大厦8楼齐
鲁晚报·今日滨州编辑部

B.电话报名：3211123 报
名热线 13696307597 王记
者 18654399035 李记者

C.微信报名：关注“齐鲁晚
报今日滨州”微信平台，回复

“参加诵读大赛+姓名+年龄+

学校+年级+电话”即可，届时
等候工作人员致电确认报名
成功。
◆参赛地址：
1、初赛、决赛均在杜受田故居
广场(滨城区滨北街道办事处
南街居委会)举行。
2、前往方式
A .公交：乘坐24路车直达，终
点站即是。
B .自驾：从渤海五路向北行驶
至北外环，沿205国道北行驶
5 . 5公里，左转沿“杜受田故
居”标志行驶1 . 2公里即是。

邹平县政务服务中心主任张愿修网谈阳光政务

打打造造最最优优政政务务服服务务平平台台
本报4月23日讯(通讯员

王玮 记者 王晓霜) 邹平县
政务服务中心主任张愿修介
绍，目前中心建立健全了“首问
负责制、服务承诺制、限时办结
制、一次性告知制和延时办结
制”等服务制度，基本实现了

“一条龙”服务、“一站式”办结，
广大群众来中心办事更加方
便、快捷。

张愿修表示，中心开展了
国地税联合办税这一项便民亮
点工程，主要整合了场所、人员
和业务。中心将国地税大厅统
一整合到政务服务中心集中办
理税务业务，原先分散的大厅
不再受理业务。同时，邹平县政
府以购买服务的形式，招聘了
30名大中专毕业生，集中轮训
后，充实到服务窗口既能办理
国税业务又能办地税业务。“原
先两个单位、两个窗口才能办
完的业务现在一个窗口就能办

理。”张愿修说。
十八大以来，中央进一步

明确了简政放权的总基调，各
级政府也都在下放审批权限、
精简审批事项、提升办事效率。
对此，张愿修表示，中心进一步
再造审批流程、压缩办事时限、
精简审批环节，各窗口办事效
率得到了很大提高。其中，工商
局窗口放宽名称核准条件和审
批程序、压缩审批时限、下放登
记审批权限，这一系列措施让
各类事项办理时限平均缩短
80%以上，企业和群众办事更
加方便快捷，满意率明显提升。

“其他窗口，也按照要求在办事
时限、审批材料、审批流程上作
了精简，平均都压缩了15%以
上。”

张愿修介绍，中心对于工
作人员的管理十分严格，在工
作纪律方面，严格落实电子考
勤管理，工作人员上下班均进

行面部识别考勤。服务行为方
面，严格执行首问负责制、限
时办结制、一次性告知制、明
确答复制和AB角岗位制等服
务制度，进一步规范工作人员
言行举止，坚决杜绝违法违纪
行为的发生。中心每两个工位

安装了一个高清摄像头，对大
厅进行全覆盖监控，对窗口工
作人员进行适时监控，“同时
中心实行评议投诉制，群众有
任何不满都可以拨打4285028
对 工 作 人 员 的 服 务 进 行 投
诉。”

六场演讲为你解疑答惑

本报4月23日讯(记者 王忠才 通
讯员 魏超) 为进一步加强基金客户
维护和投资策略传导，引导客户更好理
解和把握市场，更积极参与当前的市场
行情，回馈广大客户朋友一直以来对中
国银行的信赖与支持，中国银行滨州分
行联合本报将于4月25日在黄河四路渤
海十八路中国银行滨州分行三楼会议室
举办基金投资者交流会，本次交流会上，
六家基金公司为你送上6场演讲报告，解
答你在基金方面的问题，进行指导。

为了能够让市民了解目前最新的基
金投资形式，以及投资种类、投资技巧等

相关信息，专门邀请了上投摩根基金、大
成基金、国海富兰克林基金、华宝兴业基
金、华泰柏瑞基金、易方达基金等在内的
6家最具实力基金，就宏观经济、市场行
情、基金投资技巧和误区分析等多个投
资热点话题进行现场分析与指导。

在25日举行的交流会上，华宝兴业
为讲述经济新常态下的投资策略，国海
富兰克林为你讲解二季度市场展望及基
金投资者答疑，上投摩根为你讲述基金
投资技巧和基金操作建议，华泰柏瑞为
你进行月度策略以及基金配置建议，易
方达为你呈现当前市场分析和投资逻
辑，一场场精彩的演讲为你投资基金提
供市场分析和政策引导。

如果你正打算购买基金或者在购买
基金上有什么迷惑，那么别再犹豫，4月
25日上午9点，一起走进中国银行滨州分
行三楼会议室，让基金公司经理为你解
疑答惑,具体适宜也可咨询就近网点。

邹平县政务服务中心主任张愿修。

本报4月23日讯(记者 郗运
红 )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记
者在滨州城区走访几家书店了解
到，市民读书看纸质读物习惯呈
上升趋势，但学生读书要比成年
人多。

在黄河六路渤海七路一家书
店，两位年轻女士正在为自己的
孩子挑选图书，张女士说：“孩子
在家没事就爱看书，这些都是为
孩子买的。孩子多读点书有好处，
我上班比较忙就没时间看书了。”
进门摆放的均为儿童及学生读
物，仅有1/3区域为成年人图书
区，在成年人的书架上，以经典书
籍为主。

书店店长说，现在来买书的
主要是以孩子学生为主，成年人
社科类书籍相对减少。学生类书
籍销售量呈阶段性，有时候学校
有活动或者考试时期前来看书的
学生就会变少。有热爱读书的顾
客会前来买纸质图书。纸质读书
的效果要好一些，读后的记忆是
连续的。

在黄河五路新华书店里，有
十几名小学生正在安静地看书，
有位母亲在旁边陪着孩子看书。
他们都是实验学校的小学生，每
天放学后，他们都会从学校步行
来到书店看书。“我家里的书架上
书都摆满了，就不想再买书了，每
天我会来这里看半小时到一小时
的时间，然后爸爸再来接我回
家。”今年读五年级的赵鑫妍说。

市民周女士说：“我小孩现在
读三年级，每次接他放学后，如果
作业不多的时候都会来书店看
书。”只要有时间就会带着孩子过
来看会儿书，自己的孩子平时也
喜欢看书，在家写完作业都会要
求他看会书再睡觉。

书店的工作人员称，白天来
看书的要少些，晚上来读书的就
比较多，周末时间人要多些。“现
在来读书的人还是比较多，书籍
的销量比往年是不断增长的，但
还是以学生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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