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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行政服务中心“中介超市”试运行，首批285家中介机构成会员

审审批批提提速速多多少少，，您您可可““货货比比三三家家””

滨城区千禧水产店个体
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本遗
失，注册号：3716023008765，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一个项目审批链条的时间分布，中介服务的时间往往占
据了三分之二。正是审批中介服务“时间长、收费高、质量差”
的乱象，成为阻碍行政审批进一步提速的一大“顽疾”。然而
在滨州，“审批难”的问题已悄然破冰。经过紧张筹备，8月10
日，滨州市行政审批中介超市“有形市场”+“虚拟市场”同步
试运行，首批285家中介机构成为正式会员，今后,需要办理中
介服务项目的企业和群众,可以到中介服务超市进行询价、征
价，“货比三家”了。

文/片 本报记者 王晓霜 本报通讯员 张金华

首批285家中介进驻“中介超市”

今年3月份以来，滨州市正
式开始建设行政审批“中介超
市”，经过近半年的筹建，各项
建设任务基本完成，于8月10日
实现试运行。据了解，“中介超
市”由有形市场和虚拟市场两
部分构成。有形市场在市审批
中心后大厅设立中介服务区，
前厅设置中介机构综合服务窗
口，中介机构通过实体入驻和
挂牌服务方式进入。虚拟市场
则依托市电子政务平台，建立
中介服务“网上超市”。入驻“中
介超市”的主要服务业务类型
有五大类：工程咨询、评估类；
工程勘察、设计类；工程测量
类；工程检测类；其它类，包括
资产评估、资本验证、工商代
理、土地登记代理、法律服务
等。

滨州市“中介超市”建设创
新性地融合“淘宝”、“超市”的
经营管理理念，以“超市”运行
模式实现“中介超市”公开、公

平、公正、高效运行。中介机构
加入中介服务平台采取实体入
驻、挂牌入驻有形市场和网上
注册入驻虚拟市场三种方式。
采用“网络为主，实体为辅”的
运行模式。通过网上中介超市
可以实现包括自动筛选中介机
构、信息自动推送、网上报名、
网上随机摇珠、网上竞价等服
务在内的网上全流程服务。

截至目前，滨州“中介超
市”累计接收报名中介机构
326家，其中285家机构已通过
资料审核，成为滨州“中介超
市”正式会员，比原来分散在
各部门的中介机构总数增加
200多家，增长近3倍。在会员
机构中，来自北京、广东、浙
江、江苏、济南、青岛、潍坊等
外地中介机构209家 ,有62家
资质等级高、业务范围广、技
术能力强、服务信誉好、收费
合理的中介机构正在设立或
承诺设立滨州分支机构。

“有形”+“虚拟”遏制红顶中介乱象

18日下午，记者在滨州市
行政审批服务大厅看到，南侧
的政务一点通屏幕上显示着
网上中介超市的首页，285家
中介机构的名称、地点、联系
电话、资质等信息都一目了
然，市民可以在这里“货比三
家”，找到自己满意的中介机
构。据介绍，网上“中介超市”
是采取邀请招标方式确定开
发建设单位，建设了体现滨州
特色的软件系统。其中，网上

“中介超市”面向中介机构和
业主提供线上管理和服务，实
现了对超市指南、超市动态、
项目公告、成交信息、政策法
规等栏目的动态展示，提供了
网上摇号、网上竞价、网上比
选、现场摇号等多种比选工
具，开发了网上咨询、网上投
诉、在线洽谈等互动模块，构
筑了面向服务业主、中介机
构、行业部门的管理与综合服
务平台。

记者也在滨州市行政审批

服务大厅北侧看到，东边特设
定了4个中介服务窗口，由市审
批中心工作人员值守，统一负
责中介服务咨询、信息传递、业
务备案、导办督办、用户回访等
管理与服务，为入驻中介机构
和业主提供双向服务，业主可
通过综合窗口以自主选择或竞
争方式选择中介机构。在行政
审批服务北大厅北侧设有中介
服务区，有几间办公室让中介
机构入驻，据了解，这是通过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小额工程库
摇号选取施工建设单位，投资
10 . 2万元建设实体入驻有形市
场的中介机构办公室、洽谈摇
号室。

“通过建设中介超市，引
入了市场竞争机制，滨州市行
政审批中介市场规模明显扩
大，中介服务结构与资质水平
明显提升，中介超市管理与服
务功能进一步增强，这将有效
遏制‘红顶中介’、‘二政府’乱
象。”相关负责人表示。

浙商名企滨州行暨滨州市电商产业项目投资洽谈会顺利闭幕

颐颐高高电电商商助助推推滨滨企企转转型型升升级级
本报8月18日讯(记者 王

晓霜 阚乐乐 通讯员 陈
学坤 曲琳) 18日上午，浙商
名企滨州行暨滨州市电商产
业项目投资洽谈会在滨州大
饭店顺利举行。浙江企业与滨
州市人民政府、滨城区人民政
府成功进行了招商项目对接，
并签订了电商产业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为今后滨州地区的
电商产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
基础。

洽谈会现场，颐高集团董
事长翁先生介绍了来滨企业
家及颐高电商模式。浙商企业
代表也就物流、园林、家居、建
筑、资产管理、软件开发、电子
商务、大数据运用等众多领
域，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经

验。与会领导与来滨的浙商企
业家达成了战略共识，并签订
了电商产业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

滨州市招商局局长李吉
国介绍，目前滨州正处在创新
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的关
键时期。现代服务业发展迅
猛，特别是电子商务贸易发展
迅速，滨州大中型企业自建电
商平台，网上交易量增速增幅
明显，“特色中国·滨州馆”线
上已开始试运营，线下体验
馆，华纺、亚光等企业陆续进
驻。

滨州区委副书记、区长张
宝亮表示，此次洽谈将为滨州
和浙江企业家的交流合作开
启一个新的局面。相信在市区

两级政府的鼎力支持，在“互
联网+”风口下，滨州颐高国际
电子商务产业园落地西城商

业中心一定成功运营，实现滨
州当地企业与电商互联，助力
滨州经济发展及企业转型。

滨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大厅南侧的政务一点通屏幕上显示着
网上中介超市的首页，285家中介机构的名称、地点、联系电话、资质
等信息都一目了然。 本报记者 王晓霜 摄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

主主要要大大气气污污染染物物至至少少减减排排3300%%

与会领导与来滨的浙商企业家达成了战略共识，并签订了电商
产业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本报记者 阚乐乐 摄

本报8月18日讯(通讯员
祁少军 记者 李运恒) 今年
8月28日至9月4日，在北京将举
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
动，为切实做好活动期间空气
质量保障工作，近日，市政府批
复实施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
年纪念活动滨州市空气质量保
障方案》，其中，今年年底前应
建成的脱硫、脱硝、除尘项目，

力争在2015年8月底前建成投
运。实现纪念活动期间全市主
要大气污染物至少减排30%的
保障目标。

保障方案中提到，各县
(区)在确保各项保障措施落实
的同时，加强对各类重点废气
排放原的监督管理，发现超标
行为应立即责令停止生产；要
加强重污染天气的预警预报和
应急响应，并按照相应的重污
染级别及时启动应急措施。要

通过采取工业企业停限产整
治、淘汰燃煤小锅炉、关停土小
企业、机动车减排和城市扬尘
控制等措施，实现纪念活动期
间全市主要大气污染物至少减
排30%的保障目标。

其中，2015年年底前应建
成的脱硫、脱硝、除尘项目，要
加快建设进度，力争在2015年8
月底前建成投运。今年8月25日
前，应完成淘汰山东邹平月河
酒业有限公司、博兴县嘉诚生

物工程有限公司燃煤小锅炉及
滨州欣赢纺织有限公司茶水炉
的目标任务；设区城市建成区
内其余10t/h 及以下燃煤锅
炉，纪念活动期间应暂停运行。
未纳入规划或环境统计范围的
其他以煤为燃料或原料的各类
排污单位，由排污单位所在的
县 (区 )环保部门加强监督管
理，确保治污设施配套且污染
物达标排放；否则，纪念活动期
间应停止运行。

中国画学会成立

李金生当选会长

本报8月18日讯 (记者 郗
运红 ) 1 8日上午，滨州市中国
画学会成立大会在滨州学院美
术系举行，会议审议通过了滨州
市中国画学会章程 ,通过民主选
举 ,李金生当选滨州市第一届滨
州市中国画学会会长。

滨州市中国画学会设立在
滨州学院美术系国画教研室。据
悉，滨州市中国画学会是由滨州
市中国画专业画家、创作者、爱
好者、理论研究着及经营者等自
愿组成的学术性、专业性、非营
利性社会组织。学会以后将组织
画家创作滨州市湖光山色及有
滨州地方特色中国画作品，通过
研究和教学推动滨州中国画的
进步发展，主办中国画学术展
览，开办各类学术研讨、培训等
活动。

选举产生滨州市中国画学
会的领导班子 ,新当选的滨州市
中国画学会会长李金生说，滨州
市中国画学会的组成成员以青
年中国画专业人士居多，学会成
立后，将重点从学术专业研究上
下功夫，引导滨州市中国画的发
展。

滨州画院院长赵先闻作为
滨州市中国画学会顾问在会议
上讲到，在当下中国画画坛的氛
围比较浮躁，学术性比较薄弱。
滨州市中国画学会的成立可以
组件一批创作实力的、年轻的、
有学术理念的创作队伍。担当社
会责任提升滨州中国画的学术
水平。

滨州市戏迷大赛

现已开始报名

本报8月18日讯 (通讯员
吴延香 记者 郗运红 ) 由滨
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主办，
滨州市文化馆、滨州市京剧票友
协会、滨州市吕剧票友协会承办
的滨州市戏迷大赛即将举办，现
已开始报名阶段。大赛定于2015

年8月28日正式比赛，并在市文
化馆广场举行颁奖晚会。

据了解，本次大赛设京剧和
吕剧两个组别，每个作品参演者
不超过三人。参赛作品时长不超
过7分钟。参赛者自备伴奏或现
场乐队、参赛服装和道具。

比赛分为两个阶段，首先，
根据市民报名情况由各县 (区 )

文化馆自行组织选拔赛(市直选
手由滨城区文化馆组织选拔 )，
各县 (区 )文化馆自行组织选拔
赛，推选2名选手，滨城区推选6

名选手参加最终全市决赛。两个
组别分别设一等奖3名、二等奖6

名、三等奖若干名并颁发证书。
同时大赛还设优秀组织奖，为获
奖者颁发奖牌。

本次比赛为广大戏曲爱好
者搭建一个展示和学习交流的
平台，让滨州的戏迷们过一把
瘾。有兴趣的戏迷朋友们，可以
到隶属县区文化馆报名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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