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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7月9日讯 (记者
谢晓丽 ) 记者从聊城市工商局
了解到，为防范执法风险，聊城
市工商局下发通知，要求做好未
年报市场主体列入经营异常名
单的工作，对于未按照规定期限
报送年度报告的市场主体,在7月
1 4日前完成全部审批流程并通
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对外

公示。
根据通知，对经营异常名录

软件操作流程、未年报市场主列
入体经营异常名录 (状态 )的程
序、未年报市场主体名单生成、
名单甄别办法、相关行政决定文
书的制作等方面进行了明确，进
一步规范了工作程序。

对于未按照规定期限报送

年度报告的市场主体 ,要严格按
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企
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
等法规规章要求，一律列入经营
异常名录(状态)。要严格按照法
定程序、法定权限，在7月14日前
完成全部审批流程并通过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对外公示。要
严格审批程序，切实落实经办人

员、科 (处 )机构负责人、单位分
管领导逐级审批制度，杜绝由一
个人包办录入的情况，防止弄虚
作假、失职渎职。

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企
业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公示义务
后 ,可以向工商部门提出书面申
请 ,由工商部门从经营异常名录
中移出。

本报聊城7月9日讯(记者 李
军) 聊城市(东昌府区)第五届全
民健身运动会“红星美凯龙杯”健
身舞大奖赛第二场预赛本周六开
幕，将有20多只队伍进行比赛，地
点为：阿尔卡迪亚小区聊城佐邻
佑里会所。

上周末，首场预赛经过两个
半小时的激烈角逐,在首次预赛的
26支队伍当中,东昌府区人民医院
代表队、刘官营代表队等10支队

伍成功晋级最后的决赛。聊城市
(东昌府区)第五届全民健身运动
会“红星美凯龙杯”城市健身舞大
奖赛由聊城市体育局、东昌府区
人民政府主办,东昌府区体育局以
及齐鲁晚报承办。本次比赛共分
预赛和决赛两个阶段,其中预赛分
为三场举行。

参赛项目以公众可以广泛参
与的健身舞为主导,不分舞种,可
从各种健身舞中自行选定并加以

改编。不提倡做高难度、危险性动
作。参赛服装统一、美观大方。参
赛队伍交通、餐饮自理。本次健身
舞大奖赛设立了价值万元的丰厚
奖励。最终产生一等奖、二等奖、
三等奖等数名,凡获奖者均为现金
奖励。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健康
理念逐渐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
市民加入到健身舞的队伍中，健
身舞已经成为聊城市一道靓丽的

风景线。每到夜幕降临，市民们相
约纷纷来到附近小广场，伴随着
音乐节拍，跳起欢快的健身舞。她
们虽然没有专业舞蹈者婀娜的舞
姿，但从她们身上体现出来的那
种精神面貌和自信，令人钦佩。通
过健身舞健身活动的开展，全面
展示了聊城市民崭新的精神风
貌，倡导了科学、文明、健康的生
活方式，既锻炼了身体，又加强了
彼此之间的交流。

健健身身舞舞大大赛赛第第二二场场预预赛赛周周六六开开赛赛

本报聊城7月9日讯 (记者
李军 ) 您想让孩子长大后成为

“股神”巴菲特那样的名人吗?那
么 ,来当小报童吧 !巴菲特的第一
份工作就是当小报童。2015年度

“齐鲁银行杯”暑期营销秀第一
期现在还接受报名 ,还有想参加
的得抓紧时间了哦 ,机不可失失
不再来!

15日,第一期小报童就开始上
街卖报啦!第一期小报童的卖报时
间是7月15日至7月30日,第二期小
报童的卖报时间是8月1日至8月
15日。为锻炼本报百余名小记者
吃苦耐劳、与人沟通等各种能力,

小记者们将参加卖报培训和上街
卖报。

2015暑期营销秀活动分两期
进行 ,每期均设金银铜奖及明星
奖,金奖一名奖金各1000元,银奖3
名各奖金500元 ,铜奖8名奖金各
200元,明星奖15名,能15天每天都
坚持下来的小报童均能获得荣誉
证书。

◎报名方式
一、现场报名。报童营销秀报

名需携带两张一寸彩色照片、个
人户口页复印件 ,符合条件的学
生可致电本报报名咨询 ,咨询电
话:8277092。报名时间:周一至周

四每天8 :30至18 :00；报名地址 :
齐鲁晚报·今日聊城编辑部 (兴
华西路古楼街道办事处2楼)。

二、微信报名。可以通过关
注本文旁的“齐鲁银行”微信号
报名报童营销秀，方便快捷。营
销秀期间，小报童们可以将自己
的卖报照片放到微信号上，通过
关注量，微信上将单独评选出

“最佳风采奖”，奖品有苹果 ipad
m in i、儿童智能手机、邮票纪念
册等众多大礼。小报童的关注量
将乘以20%得出的数目作为卖报
分数一并加到卖报总数中去，最
终按照总数的多少评出金银铜

等奖项。

报报名名小小报报童童，，让让暑暑假假更更充充实实吧吧

高唐编制西瓜地图

方便瓜农卖瓜
本报聊城7月9日讯 (记者

张召旭 通讯员 范惠晶 ) 为
了方便瓜农进城卖瓜，日前，高
唐县城市管理局编制了西瓜地
图，在城区设置了18处便民市场
引导瓜农进市场经营。

每年到夏季，瓜果梨桃成熟
的季节，总有一大批农民带成熟
的瓜果进城摆摊销售，特别是西
瓜上市的季节，大车小辆的西瓜
进城沿路摆摊出售，成为瓜农售
瓜的一种主要方式，一边增加了
瓜农的收入，一边方便了城区居
民消费。但同时也给城市市容管
理带来一些问题。

为解决这些问题，高唐县城
市管理局专门设置、颁行城区西
瓜经营点地图，引导瓜农在安全、
秩序、不扰民、不妨碍交通的情况
下经营。同时在城区设置18处便
民市场引导瓜农进市场经营。

莘县大张家镇不断提升计
生协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社
会化水平，积极促进人口与经
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努 力 提 高 计 划 生 育 工 作 满 意
率，通过采取“六个强化”，全面
推进全镇计划生育工作稳定有
序开展。

强化村级计划生育阵地建
设，夯实计生工作基础。大张家
镇以强化基层服务为着力点，
切实加强村级人口计生服务室
规范化建设和管理，着力加强
计划生育村级阵地建设，充分
发挥村级计划生育服务室的作
用。强化计划生育依法管理水
平，推进计生工作法制化进程。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和新《条例》精神，全面落实计
生法律法规，推行行政执法责
任制，公示制度、评议制度和过

错追究责任制。确保人口与计
生工作步入依法治理的良性轨
道。强化计生干部工作作风，加
强工作力度。大张家镇大力整
顿镇村计生干部工作作风，积
极推进作风建设，提升工作效
率、工作质量、工作速度。该镇
从抓好工作制度执行入手，围
绕公务人员素质提升、服务提
质、办事提速、工作提效，严查
工作制度的执行力，杜绝庸、
懒、散现象的发生。强化国家免
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工作，扎
实推进惠民计生。加大技术、设
备投入，加强服务站技术人员
的管理，着力推行“政府牵头、
部门联动、技术支撑、专家指
导、立足乡村、面向家庭”的“婚
前、孕前、孕检”三位一体的工
作模式，服务群众，深入基层，
稳步推进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

康检查。强化人口计生优质服
务水平，加强该区流动人口的
管理。不断完善流动人口利益
导向机制，加大对流动人口优
惠和帮扶力度；切实加强流动
人员的生殖健康服务工作，定
期到企业开展健康检查、健康
知识讲座等活动；做好诚信服
务，积极动员企业员工积极参
加诚信计生。强化生殖保健服
务，强化协会功能。定期为群众
免费开展 B 超孕检、妇女病普
查、生殖健康检查、优生优育知
识咨询、发放计划生育避孕药
具及各种宣传资料等。计生协
会员积极参与生育关怀活动，
引导人们自觉执行人口与计划
生育政策，组织育龄妇女参加
生殖健康监测，开展科技创业
培训，实现信息交流共享服务。

张丁材

莘县大张家镇“六个强化”促计生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
展以来，东阿县陈集乡以服务育龄群
众为宗旨，把提升计划生育奖扶政策
宣传力度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该
乡通过开辟计划生育三大课堂，构建
立体式、全天候、全覆盖的大宣传格
局。

开辟奖扶政策宣传无声课堂。陈
集乡以户外计划生育宣传活动开展
为契机，在乡村主要交通路口设置大
型喷绘宣传板，在村主要街道张贴标

语、修建计划生育宣教一条街，开辟
农村计划生育文化无声课堂；构建奖
扶政策宣传的阵地课堂。通过举办有
奖竞答、专题文艺演出，用身边人说
身边事使奖扶政策现实直观深入人
心；利用集市进行宣传。紧紧抓住集
市人流、物流集中的有利时机，通过
设立计划生育咨询台，印发明白纸，
现场解答群众咨询等，大力宣传国家
有关计生奖扶政策规定。

张慧

陈集乡提升计生奖扶政策宣传力度

东阿县陈集乡人口与计生部门紧
密结合工作实际，多措提升计生干部管
理水平，夯实基础计划生育工作基础。

强化学习，提升计划生育干部业
务素质和水平。陈集乡人口计生部门
加强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等人口
与计生政策知识学习，大力提升乡村
计生干部业务水平和综合素质；开展
计划生育培训。结合计生工作特点，
有计划、有重点地强化培训工作，定

期举办乡村计生干部学习培训班。根
据新形势下计生工作发展需要，举行
专题学习活动，拓宽思路，更新知识，
使乡村计生干部加深对人口和计划
生育工作新形势的认识和理解，确保
各项措施任务落到实处；落实责任，
完善计生干部量化考核的内容，将任
务逐级逐项分解到乡村计生干部，形
成责任明确、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
实的执行责任体系。 张慧

陈集乡提升计生干部管理水平

近年来，聊城市实施多重举
措丰富市民的文化生活，多处文
化设施进一步完善。其中聊城影
剧院进行了内部改造，并调整了
管理方式，焕发了新的生机。

记者了解到，聊城影剧院自
1958年开建，于1960年建成运营，
当时是聊城的标志性建筑，也是
聊城建国以来最老的影院。一直
以来，影剧院兼具电影放映、承
接会议及大型文艺汇演等功能。
但近年来，有人租剧院的场地搞
保健品讲座，结果坑害了一些老
年人，影响很不好。自新一届法
人接手影剧院后，便开始了大刀
阔斧的改革，最重要的一项就是
切断保健品讲座的传播途径。

“坑害老百姓的事情，给再
多的钱也不能干”，聊城市影剧
院负责人告诉记者，2013年下半
年，自他接手影剧院以来，坚决
不租赁给这部分人场地。并且为
给影迷一个好的观影环境，聊城
影剧院购进了新的3D放映设备，
更换了新座椅，并新增了5个放映
小厅，满足更多市民的观影需
求。

聊城影剧院杜绝

保健品讲座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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