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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淄博博44位位医医疗疗专专家家今今日日赴赴坦坦
为我省第24批援坦医疗队，将执行两年医疗援助任务

今年7月，淄博市工商部门出台了新的《淄博市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管理暂行
规定》。市场主体在登记时，只需按要求提交住所(经营场所)合法使用证明即可予以登记。

登记机关仅对申请材料实行形式审查，不对其产权权属、使用功能及法定用途进行实
质性审查。除对利用自有房产作为住所(经营场所)登记手续进行简化外，利用租赁的房产作
为住所(经营场所)的，只需提交租赁合同作为合法使用证明，不再要求提交房屋产权证明等
材料。在承诺符合法定条件的前提下，允许市场主体将住宅作为办公以及从事电子商务、软
件开发、管理咨询、设计策划、文化创意和服务外包等活动的住所(经营场所)登记；但不得影
响居民的正常生活，不得从事制造业、娱乐业、住宿和餐饮业、医疗、培训、危险化学品、重污
染行业等存在安全生产隐患、影响居民人身和财产安全的经营活动。

住房可以开公司

不得影响居民生活

本报8月26日讯(见习记者 樊舒
瑜) 6日上午，记者从市第一医院了
解到，由该院两名医生组成的第24批
援助坦桑尼亚医疗队将于明天出发，
执行2年援外医疗任务。

“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家人了，孩
子刚刚18个月大，这两天还感冒了。”
说到这里，明日即将奔赴坦桑尼亚的
医生乔丽哽咽了，乔丽是市第一医院
的一名儿科大夫，在医院从事这项工
作已有12年之久，“刚开始科里发放
这项任务的时候想都没想就报名了，
可是临到要走了还是感觉舍不得。但
是任务在身，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
责和义务。”乔丽说。

“在这之前我们有过一段时间的
语言培训，主要是培训英语和本土语
言，这样去了交流可能就会方便不
少。”同样也是明日启程援坦的医生
刘国华说，刘国华是一名内科医生，
2013年来到第一医院工作。“刚刚收拾
完行李，几乎都是老婆帮着整理的。
主要是带些衣服，现在不比从前，塔
宝拉也算是坦桑尼亚生活条件比较
好的城市。”

“通讯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可以
用QQ与家人交流，抽空就会跟你报
平安。”刘国华对妻子赵女士说。

“虽然早就知道了这个消息，但
是临走了还是挺舍不得他的。”刘国
华的妻子说，刘国华有一个刚上三年
级的孩子，这次出行刘国华最放心不
下的也是他了，“回来以后他就是大
孩子了，希望他在家能乖一点，好好
学习，听他妈妈的话。”

想都没想报了名

临走还是难舍家人

老援坦医疗人员向新援坦人员传授经验：

““好好好好待待患患者者，，他他们们都都能能记记在在心心里里””
本报8月26日讯(见习记

者 樊舒瑜) 在此次赴坦的
医疗队中，有两人来自淄博
市第一医院，26日上午，医院
为了让新队员更好更快地融
入当地生活，还特意把之前
参加援坦的部分老医生们聚
集到了一起，为新队员们传
授经验。

已经78岁的中医科医生
翟作芬1976年参加了第4批援

助坦桑尼亚医疗队，在当地
生活了两年。“寄信回家要两
个月，再等家人回信过来就
已经差不多有4个多月了。说
句实话，我写信只是想让家
人知道我还活着。”支援这两
年，翟作芬最放心不下的就
是家人。

“只要用真心、真意、真
情去对待患者，患者会回你
一百分的敬意。”参加了2007

年到2009年援坦工作的刘春
峰说，有一次休假时想坐火
车去坦桑尼亚周边看看，排
了3天的队买上了一张无座
票，“上车以后一个官员模样
的当地人对我非常热情，给
我安排了座位，聊起来后才
知道我之前为他看过病。当
地人非常懂得感恩，只要是
帮助过他们的人他们都能记
在心里。”刘春峰说。

相关链接

市工商将对市场主体企业年报和企业公示出资信息进行抽查

弄弄虚虚作作假假企企业业将将被被列列入入““黑黑名名单单””
本报8月26日讯(记者 刘

晓) 26日，记者从市政府新闻
办公室组织召开的企业年报和
企业公示出资信息抽查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市工商局将从近
日起至9月底，在全市范围内组
织开展最大规模的一次企业公
示信息集中抽查。企业年报不
实、弄虚作假等，将被列入经营
异常名录。

据了解，抽查的对象为已
公示2013和2014年度年报的企
业、补报年报后申请移出经营

异常名录的企业等。抽查对象
的确定，由省工商局使用国家
工商总局统一开发的离线式
企业抽取(摇号)系统，按照3%

的比例随机抽取。名单确定
后，再由各级工商部门按照

“谁管辖、谁负责”的原则，集中
组织检查。

“这次抽查的内容为企业
公示的2013和2014年度年报信
息，包括企业选择不向社会公
示的年报信息。企业2014年10

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公示的

即时信息。被抽查企业中的有
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
出资信息情况。抽查中，将对企
业上述信息公示是否及时、全
面、准确、真实进行全面检查。”
市工商局企业注册局局长刘鸣
岐介绍。

据介绍，抽查将采取比对
核实、财务资料检查、实地核查
等方式，抽查结束后，工商部门
将按规定将抽查结果在全国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山东)统
一公示,并记载于企业名下。检

查发现企业具有法定经营异常
情形的，应当将其列入经营异
常名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
情形有以下三种：一是未在规
定时限公示即时信息，经工商
部门责令整改，在规定时限内
仍未公示相关信息的；二是企
业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
虚作假的；三是在登记的住所
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
企业。对以上三类企业，工商部
门将会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向
社会公示。

本报8月26日讯 (记者 樊
伟宏 见习记者 樊舒瑜 ) 27

日，淄博4名援外医疗专家踏上
了援助坦桑尼亚的行程，代表
国家到塔宝拉市执行为期两年
的援外医疗任务。据了解，这已
是山东省第24次向坦桑尼亚派
遣医疗队。

据悉，今年淄博选派了4名援
坦桑尼亚医疗队队员，涉及妇、
儿、感染、耳鼻喉4个专业，按照省
里的统一安排，他们将和济宁市1

名援坦队员共同负责塔宝拉市医
疗援助。此次援坦的4名医疗专家
分别为市中心医院咽喉科副主任
孙丰林、市第一医院感染性疾病
科医生刘国华、市第一医院儿科
乔丽和市妇幼保健院产科医生耿
岩，其中乔丽也是4人中唯一一名
女性。4人在各自的单位都是非常
优秀的医务人员，技术娴熟，工作
责任心强，都是业务骨干。

1968年我国首批援坦医疗队
正式派出，淄博市第一医院外科
主治医师赵景浩同志经过层层选
拔赴坦援助，这是淄博第一个被
派往坦桑的医疗队员，也是淄博
医疗队员援坦活动的开始。据了
解，目前山东省已经向坦桑尼亚
派出24批医疗队，共计1046人，救
助当地居民360万。

据了解，坦桑尼亚位于非洲
东部、赤道以南，该国经济以农业
为主，工业基础薄弱，是联合国宣
布的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援
坦医疗队须克服自然条件恶劣、
医疗设备及药品短缺、传染病猖
獗等种种困难，为当地居民提供
医疗卫生服务

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淄博卫星会议今日开幕

6655名名国国际际专专家家聚聚首首研研讨讨齐齐文文化化

本报8月26日讯(记者 王亚
男) 27日，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
大会淄博卫星会议在临淄区正
式拉开序幕。会议以“蹴鞠与齐
文化”为主题，将围绕蹴鞠与足
球文化、齐文化考古新进展、齐
文化与文化产业发展三个专题

进行学术研讨。
根据此前报道，来自英国、

韩国、日本等国家及中国大陆和
台湾地区的65名专家学者与会。

据了解，临淄是齐文化发祥
地，从公元前1051年姜太公封齐
到公元前221年齐国被秦国所
灭，曾作为“春秋五霸之首，战国
七雄之一”的齐国都城长达800

余年，齐文化的物质遗存90%以
上分布在临淄境内。

齐国建立者姜太公为西周
时期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思
想家。他辅助周文王、周武王灭
商兴周，因首功被封于齐。他因
俗简礼，尊贤尚功，通工商之业，
便鱼盐之利，很快使齐国成为东
方大国。后来又协助周公平定了

“三监之乱”，为二次安周作出了
卓越贡献。他的军事思想被后人
集录在《六韬》里。营丘故城遗
址，在临淄区齐都镇河崖头村西

约200米处的韩信岭一带；太公
衣冠冢，在临淄城区东部姜太公
祠内。

近年来，临淄区坚持活动宣
传和品牌推广相结合，先后组织
参加世界遗产大会、旅游交易
会、国际足联百年庆典、齐文化
节等大型活动；与中央电视台合
作拍摄《中国古车马》、《姜太公
的城堡》、《足球从这里起源》等
大型专题记录片。

非法拉客去机场

面包车主或被罚3万

本报8月26日讯(见习记者 李洋
通讯员 郭奎 孙梓轩) 面包车

非法开设机场专线，却谎称接朋友。
26日凌晨，根据市民举报和前

期执法人员的侦查和摸排。市交通
监察支队执法人员在淄博中心城区
进行搜查，凌晨5：00，当执法人员巡
查到市博物馆广场附近时，一台蓝
色面包车时不时在公交站点停靠，
行迹十分可疑，见此情景交通执法
人员将该车拦停，执法人员依法对
该车进行检查。面对执法人员的问
询，这辆车牌号为鲁CX**72的蓝色
面包车司机，谎称没有营运只是接
朋友，在执法人员进一步对司机和
乘客调查后，确定该车存在营运行
为，且无营运手续，属于非法营运，
随后，执法人员依法将该车查扣，并
将乘客安全转运到正规合法的机场
专线车辆上。据了解，该车驾驶员将
面临3万元以上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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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易登记备案

当场就可办理

目前，市场主体在办理登记注册
时，在提交的材料齐全、符合法定要
求的情况下，设立登记由法定的15个
工作日完成，压缩至3个工作日；变
更、注销登记由法定的10个工作日完
成，压缩到2个工作日；名称核准等由
法定的10个工作日完成，压缩到2个
工作日；其他简易登记及备案事项当
场办理。

今年，市工商部门还出台工商登
记前置许可审批改后置政策的相关
文件，工商登记注册把关的前置许可
审批事项由原来的208项，压缩到39

项。“今年‘三证合一’也开始实施，原
先是注册资本3000万以上的私营企业
要在市局登记，现在所有的私营企业
登记全部下放到了区县。

相关链接

头条链接


	Y05-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