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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博控股:

民营企业合作

国外职业教育
29日中午，澳大利亚塔斯马

尼亚州政府教育部国际培训部部
长安妮女士来到滨州博兴与京博
控股签下合约，这标志着京博控
股与塔斯马尼亚州教育部达成了
战略合作，也将标志着2015年京
博教育国际化正式启动，同时开
启了双方在职业院校、农业和基
础设施等领域的新合作。据了解，
这也是滨州首家与国外教育部门
合作职业教育的民营企业。

大洋彼岸会晤

关于4月29日这次签约，可以
追溯到去年11月在澳大利亚召开
的G20峰会，会上京博控股董事长
马韵升与塔斯马尼亚州州长威
尔·霍吉曼亲切会晤，双方就今后
深入合作建立了相互信赖的伙伴
关系。威尔·霍吉曼对京博的仁孝
管理之道频频点赞，对马韵升“基
于中国传统文化智慧经营企业的
哲学思维”极为震撼。作为一家民
族企业，京博文化释放出的利他
思维和中国文化魅力让澳方看到
了合作方向。塔方希望与京博在
全球推动澳洲的职业教育 ,期待
在全球市场与更多像京博一样的
优秀企业合作。签约仪式上，京博
控股人力资源总监、商校副校长
宋杰也表示，京博会充分利用这
次合作机会，把澳方优秀的职业
教育资源引进来，也把中国五千
年传统文化传播出去，让更多的
人了解京博，了解中国。

力揽两种资源

“在经济全球化和中澳互联
互通的大环境下，我们紧紧抓住
中澳新型合作机遇，希望借助这
次合作，达到职业教育产业公司
化运营和产业公司职业教育化运
营相结合，实现教育与产业的联
动和互补。”在29日的签约仪式
前，京博控股董事长马韵升说。在
去年G20峰会上，马韵升也提到，
走出去是企业转方式、调结构的
重要举措。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
推动下，京博要充分利用国内国
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企业
可持续发展。

在澳大利亚，职业教育是一
个非常重要的教育板块，为社会
的经济发展做出重大的贡献，安
妮介绍说，塔斯马尼亚的职业教
育起源于1920年，它为塔斯马尼
亚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
各种各样的人才。塔斯马尼亚州
的职业教育在全球也享有盛誉，
目前跟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
有众多合作项目。

本报通讯员 周康飞
本报记者 李运恒

本报4月29日讯(通讯员
王玮 记者 王领娣) 近日，
滨州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李斌
做客“中国·滨州”网，参加“阳
光政务·辉煌十年”主题访谈，
国土资源局在中心设置的六个
窗口，最大限度地简化程序，做
到特事特办，进驻窗口行政审
批事项的总承诺时间比法定时
间提速60%。据统计，上半年实
际办理事项平均为每件2 . 3
天。

目前市国土资源局在中心
设置六个窗口，坚持分管局长
带班，8名业务骨干常驻大厅。
窗口创建的“心系国土资源、服
务超越发展”的服务品牌被市
政府授予“优质服务品牌”，窗
口服务已通过ISO9001国际质

量管理体系认证。李斌说：“十
年来，审批服务中心工作过的
15名同志，先后118人次荣获月
度“优秀服务标兵”，并获得“省
五一劳动奖章”、“滨州市劳动
模范”等荣誉”。

谈起窗口下一步工作的着
力点，李斌说，严格按照一窗办
理和限时办结的要求，最大限
度地简化程序、优化流程、提高
速度。对基础设施、公益事业和
重大投资项目，做到特事特办、
急事急办；对所有项目用地，想
方设法简化办事流程，明确办
结时间，缩短供地周期。目前，
进驻窗口行政审批事项的总承
诺时间比法定时间提速60%。
据统计，上半年实际办理事项
平均为每件2 . 3天。

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李斌：

行政审批事项提速60%

养养老老问问题题首首次次走走进进党党校校课课堂堂
市属及各县区养老机构调研结束，护理员培训全国领先

本报4月29日讯(通讯员
宋金泽 张叶 记者 杜雅楠)

4月27日至29日，滨州市委党
校、滨州市民政部门分别赴市
属及各县区养老机构进行调
研，记者了解到，滨州市养老工
作将首度进入滨州市委党校课
程。

27日至29日，滨州市委党
校、滨州市民政局组成调研小
组，赴滨州市区、经济开发区、
惠民县、邹平县、阳信县、无棣

县，对各县区的老年人养护中
心、老年公寓、敬老院、养老信
息平台、农村幸福院等各类养
老机构进行考察调研。滨州市
技术学院养老护理员培训基地
率先自台湾引进先进教学设
备，建立了高端模拟课堂；邹平
县、无棣县建立了养老信息服
务平台，在县区实现“15分钟养
老服务圈”；无棣县柳堡镇孙酄

村幸福院进入试运营阶段，院
内设立卫生站，实现了医养结

合模式，调研实现市、县、乡、村
四级联动。

记者了解到，调研成果将
作为案例进入滨州市委党校主
体班次课堂。滨州市委党校教
授韩淑华介绍，滨州在2014年
列入全国首批42个养老服务业
综合改革试点市，养老护理员
培训鉴定、养老机构建设等工
作都走在全国前列，自2012年
起，滨州市委党校就将养老工
作作为重点研究。

韩淑华说，滨州是黄河之
洲、渤海之滨，更应该打造‘孝道
之源’。“滨州民政的很多亮点工
作都走在全国前列。在这次调研
里，我们发现滨州市的养老工作
总结了很多经验，也存在土地指
标、观念、协调等问题，我们将养
老工作作为重点课题进行研究，
为养老工作提供理论基础，并将
采取进课堂的方式，让党员干部
率先重视养老工作，带动全社会
共同关注养老问题。”

滨州市计划生育工作会召开，开展“打非治违”重点整治行动

今今年年重重点点遏遏制制违违法法生生育育反反弹弹
本报 4月 2 9日讯 (通讯员

戴杰 记者 王晓霜 ) 29
日，滨州市计划生育工作会议
召开，2 0 1 4年滨州市围绕稳
定适度低生育水平这条主线，
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成效。2015
年将开展计划生育“打非治
违”重点治理年活动，提高出
生人口素质，为经济社会持续
健康发展创造良好人口环境。

会议下发了《全市计划生
育“打非治违”重点治理年活
动 实 施 方 案 》，《 方 案 》中 指

出，今年滨州市将重点治理出
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重点
遏制违法生育反弹、重点强化
依法征收社会抚养费。集中查
办“两非”案件，严打“两非”
行为，强化联合执法机制建
设，依法处理一批涉案单位和
人员。对非法行医机构，一经
发现立即依法取缔。

《方案》中提到，今年将重
点遏制违法生育反弹。做好信
息核查，对城镇集中开展地毯
式清理清查，提高人口基础信

息统计质量。同时加强流动人
口服务管理，做好信息交流、
反馈和共享，加强区域化协
作，推进流动人口计划生育

“一盘棋”工作。在强化依法征
收社会抚养费方面，今年将开
展违法生育清理清查，并依法
足额征收社会抚养费。

滨州市将严肃查处违法
生育行为，加大对党员干部、
公职人员、社会公众人物、高
收入者等人群的违法生育处
罚力度。深入开展出生人口

性别比综合治理，开展“关爱
女孩行动”，为计生困难家庭
在生产生活方面提供帮扶，
确保出生人口性别比趋向优
化。

制定完善家庭发展政策
和社会养老保障政策，落实好
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
城乡“全覆盖”，开展好生育关
怀行动、“计生助福”行动、创
建幸福家庭活动，加大对“失
独”家庭、女孩户等计生家庭
的帮扶救助力度和服务工作。

本报4月29日讯(通讯员
王玮 记者 刘哲 ) 滨州市
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赵云勇
介绍，在行政许可改革中，市质
监局将部门全部审批职能向一
个科室集中，行政许可审批项
目缩减至5类18项，并将所有行
政许可和审批事项全部纳入审
批服务中心集中办理。

据赵云勇介绍，滨州市审
批服务中心成立于2005年，质
监窗口是第一批进驻服务中心
的窗口之一，目前，这个窗口承
担着工业产品、计量、认证认
可、特种设备、食品相关产品5
大类18项行政许可事项的受
理、审批业务，还承担着3类审
批服务事项的办理，分别是组
织机构代码证新办、换证、变

更、电子口岸审核、企业产品标
准登记。

2011年开始，市质监局将
部门全部行政审批职能向一个
科室集中，设立了行政许可科，
对行政许可、非行政许可的审
批备案进行全面清理，大幅精
简，仅仅保留5类18项行政许可
事项；同时将所有行政许可和
审批事项全部纳入市审批服务
中心集中办理，实现许可审批
和证后监管环节的分离，实现
了“一个窗口对外”、“一站式服
务”。

今年1月1日开始，对小微
企业办理组织机构代码，严格
执行优惠政策，免收证书工本
费和技术服务费，切实减轻了
企业负担。

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赵云勇：

审批项目缩至5类18项

本报讯 近年来，阳信县水
落坡镇采取多项措施，为育龄群
众提供优生服务，全面实施出生
婴儿缺陷干预工程。

采取举办专题讨论，观看优
生优育优教科普知识录像等方
式，向持证待孕的育龄妇女传授
优生优育优教科普知识和孕前、
孕中、孕后保健知识。

镇计生服务站的技术人员，
每月到待孕、在孕育龄妇女家中
进行随访服务，了解并及时处理
孕前及孕期所出现的各种不正
常情况。

镇计生服务站利用B超等
现代高科技医疗设备，对孕妇实
行优生检测，在初孕、孕中期一
旦发现异常，及早采取相应措
施。

通讯员 杨雪松

阳信县水落坡
多举措促优生

本报讯 今年以来，阳信县
水落坡镇计生办切实转变工作作
风，简化办事程序，提供办事效
率，为群众办事提供方便，镇政府
大力加强对计生工作人员特别是
具体办证人员的教育，增强服务
意识，严禁刁难办证对象，同时将
相关证件的办理依据、条件、程
序、时限、需提交的证明材料等进
行公开，群众对公开内容有疑问
的，及时予以解释说明。办证过程
中严格落实首问责任、限时办结、
一次性告知等制度，凡群众申办
计生证件，除特殊情况外，原则上
一次性办结。镇计生办通过意见
箱、举报信、公开电话等渠道接受
社会监督，倾听群众意见，及时处
理群众反映的问题，确保各项工
作措施落实到位。

通讯员 杨雪松

阳信县水落坡
为群众供方便

本报讯 今年以来，水落坡
镇计生服务站采取“五化”措施做
好计生随访服务。随访服务制度
化。出台了《水落坡镇计划生育随
访服务管理制度》，实行镇村两级
随访责任制。随访服务多样化。在
采取常规上门随访服务的基础
上，由镇村两级计生工作人员进
行电话随访。随访内容多样化。将
优生优育、政策法规、生殖保健知
识融入随访服务中，并做好先导
宣传。随访责任明确化。建立随访
服务记录卡，由随访人将随访时
间、内容、情况记录在随访服务卡
上，并由被随访人签字确认。随访
服务延伸化。随访时主动了解育
龄群众在生产生活等方面的需
求，将随访延伸成为计生群众解
难题办实事长效机制。

通讯员 杨雪松

阳信县水落坡
做好随访工作

本报讯 今年以来，针对已婚
育龄妇女外出务工逐年增多的实
际，阳信县水落坡镇本着便民服务
的原则，在为流出人员办理《流动人
口婚育证明》时，还为流出人员进行

“八个一”服务：即流动人口在外出
前接受一次流动人口知识宣传教
育；提供一次生殖健康免费查体服
务；落实一项长效避孕节育措施；签
订一份计划生育合同；保留一个准
确的通讯地址，按时寄回一份有效
的避孕节育情况证明；保存一个流
出人员的联系电话，找出一个家中
的责任联系人登记在册。对失去联
系的人员主动上门与其直系亲属
沟通，获取流出人员的相关信息和
联系方式。通过分类登记，对重点人
员进行个案锁定并纳入镇村干部
包保责任制。

通讯员 杨雪松

阳信县水落坡
强化人口管理

本报讯 阳信县人口和计划
生育工作“百日会战”会议召开
后，水落坡镇于4月10日启动计生
工作“百日会战”，集中整改计生
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此次“百日会
战”分宣传发动、任务落实、总结
验收三个阶段，主要任务是深入
宣讲计生政策法规，查找和纠正
信息差错，严格征收社会抚养费，
严控出生人口性别比，强化流动
人口管理，开展优质服务，提高群
众满意程度。

水落坡镇出动宣传车5辆，在
125个村居广泛宣计生新思路、新
政策、新部署，营造有利于人口计
生工作开展的浓厚舆论氛围；重
点清理2010年以来的出生人口
瞒、漏、错报和已婚育龄妇女漏
管。

通讯员 杨雪松

阳信县水落坡
启动“百日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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