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 2015年8月28日 星期五 编辑：燕晓光 美编/组版：李冲C02 >>>> 今 日 滨 州

市质监局迎来新团队，共同开展标准化研究及标准制定

滨滨州州市市标标准准信信息息所所揭揭牌牌
本报8月27日讯(记者 王

璐琪 通讯员 张先加) 为了
提升滨州市质监部门服务地方
经济建设的能力和滨州市企事
业单位在国际、国家和行业标
准化活动中的话语权，滨州市
标准信息所27日揭牌，山东省
标准化研究院与滨州市质量技
术监督局也达成全面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助推滨州产业经济
转型升级。

标准信息所成为滨州市质
监局这个“大家庭”里的一个新
团队，也是全省标准化服务机构

中的一个新成员，可以承担全市
机构代码和物品编码的管理与
服务，进行国内外标准文献、技
术法规的研究、信息收集与宣传
贯彻，为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提供标准体系建设、标准数据
库的建设与应用，对世界贸易组
织贸易技术壁垒协议有关文献
进行收集、研究、预警。

省标准化院作为国内标准
化研究领域的佼佼者，技术领
先，实力雄厚，在物联网领域、标
准化研究与推广等方面有着丰
富的经验。市质监局局长张毅

说：“希望以这次全面战略合作
协议的签约为起点，省、市两级
在社会公共管理以及工业、农
业、服务业等各个层面全面合
作，帮助滨州提升标准化工作水
平，用标准引领‘滨州制造’和

‘滨州质量’的全面提升。”
此次合作，将紧密结合滨州

市的优势产业、优势企业和优势
产品等，重点在有色金属、冶金、
油盐化工、纺织、机械制造等产
业，共同开展标准化研究及标准
制定，同时，围绕循环经济标准
化试点建设、高端装备制造标准

化试点建设等，引导企业申报标
准化试点项目并指导其开展试
点建设。结合农业产业优势，开
展地方特色农业标准体系建设
及示范，建立特色农业标准体系
和标准综合体，服务滨州市农业
发展。

围绕滨州经济特点，以物品
编码为技术支撑手段，山东省标
准化研究院将为滨州当地企业
开展咨询服务，在滨州市设立的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山东分中心
滨州工作站，将全面负责滨州市
辖区内物品编码的工作。

四四环环以以内内乱乱停停车车将将受受到到严严惩惩
市城区将合理规划一批停车位，机动车只能在规定地点停放

本报8月27日讯(通讯员
刘锡明 吴成波 记者 王领
娣) 为做好迎接国家卫生城复
审工作，进一步整治市城区车
辆乱停乱放行为，规范车辆停
放秩序，27日全市召开市城区
车辆停放秩序整治工作会议，
全面排查，合理规划停车泊位，
着力解决城区主次干道和人行
道车辆乱停乱放问题。

整治范围包括市区四环范
围内公共道路及道路两侧公共
停车场、停车泊位等。通过从严

整治城区车辆乱停乱放和擅自
设置、撤除、占用道路停车泊位
等违法行为和不文明现象，增
设停车泊位，强化日常管理等
措施，建立健全城区车辆停放
管理长效机制，有效遏制城区
车辆乱停乱放违法行为，解决
城区车辆违法停放影响道路交
通秩序和市容环境的突出问
题。

全面排查，合理规划停车
泊位，对各区域内需治理的重
点、难点、禁停标志、停车泊位
进行排查、登记。在全面排查
研究的基础上，做好市区停车
泊位和停车场(点)的规划(包
括：道路允许、禁止停放车辆
的规划，道路上车辆临时占道

停放的规划，市区公共停车场
(点)的规划)，对城区禁停标志
及设置的道路临时停车泊位情
况进行全面清理规范，对禁停
标志不全、不规范的要立即组
织增设和调整，对现有道路临
时停车泊位根据路段交通状况
进行撤除或调整，对确有占道
停车需要且符合设置条件的进
行增设，并明确停车相关要
求。

会上宣读了关于加强城区
机动车停放秩序管理的通告
(讨论稿)，机动车应当在规定
地点停放；禁止在没有施划停
车泊位的路段、人行道上停放
车辆；投入使用的停车场不得
擅自停止使用或者改作他用；

在道路停车泊位停放机动车的
应当在泊位内顺方向停放；服
从停车场管理人员的指挥；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设置、
撤除、占用、挪用道路停车泊
位，或者设置影响道路停车泊
位使用的障碍；临街的机关、企
事业单位、商户应按照“门前三
包”管理责任制要求，督促驾驶
员按规定有序停放车辆；学校、
幼儿园门前接送学生车辆，应
当在指定时间、地点有序停放。
对违反机动车停放规定，机动
车驾驶人不在现场或者虽在现
场但拒绝立即驶离，妨碍其他
车辆、行人通行的，将依法处
罚，严重影响交通的，将拖移机
动车。

1000多个占道经营商铺撤离，新建、改造花园式公园近60处

市市民民为为沾沾化化创创城城连连连连点点赞赞

本报8月27日讯(通讯员
陈方明 唐志琦 记者 王茜
茜) 自6月8日保城迎审工作开
展以来，经过2个半月的努力，
沾化区1000多个占道经营商铺
全部撤离，700多个流动商贩重
新在规划区销售，门店、广告牌
匾整齐划一，新建、改造花园式
公园近60处，实现了道路整洁，
交通顺畅、环境清新，让市民连
连点赞。

“以前，一出门就是小商
贩，都堵在路上满满的，车乱七
八糟地停，出去走路散步那是
围着人转啊。”家住水务局家属
院的霍佃珍老人说，现在出去
散步，路也畅通了，也没有乱扔
烟头、果皮的了，因为到处都有
垃圾箱，走在路上舒心了，人们
的精神面貌也好了。

水务局家属院是沾化区最
老的一个小区，因为住户复杂，
存在乱扔乱放垃圾问题，小区
内许多垃圾死角和存量垃圾。
创城迎审工作开始后，沾化区
水务局组织职工及小区物业清
理垃圾80多方，更换绿化带，改
造冲水式公厕，粉刷墙面、清理
小广告4000多平，小区重新换
上了靓丽的新装。

存量垃圾不仅是小区的卫
生死角，也是露天垃圾池的卫
生难题。沾化区投资1000万元
实施环卫设施更新升级工程，
新增道路清洗车辆6辆、坏卫车
1部，新购置果皮箱3000个，新
建垃圾中转站3个，目前主城区
垃圾中转站已有6个。

在富电路一处公园旁，曾
经建设了一处地下露天式垃圾
中转站，让市民和商户颇有怨
言。此次创城工作中，沾化区城
管执法局环卫处将露天式垃圾
中转站改造成移动垃圾压缩
站，可实现垃圾日产日清垃圾5
吨，是原先日处理垃圾量的3
倍。

“以前我们店和垃圾池有
一个墙隔着，但也是臭哄哄的，
一到夏天苍蝇蚊子特别多，连
客人也不愿意来啊。现在把那
个院墙拆了，建了垃圾压缩站，
视野开阔了，环境也好了，生意
自然也好了。”与移动垃圾压缩
站挨着的电动车经营业主吴卫
松说。

然而，流动摊位是挡在沾
化区创城工作上的一块大石
头，更造成了占道经营、交通拥
堵等连锁问题的发生。为解决
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沾化
区正在加紧建设老汽车站、交
通运输汽修厂、食品厂三处农

贸市场，建成后可容纳241家商
铺入驻，可转移安置420个摊
位，提升城区服务功能，改善了
交通环境。

为了彻底解决占道经营问
题，沾化区下大力气，下狠功
夫，彻底拆除了沾化区人民医
院前的39间半经营商铺。“这些
商铺的合同还有一年多时间才
到期，我们把39间半商铺的所
有租金一共20多万全部退还给
了业户，而且哪家商铺早搬离

一天，我们就奖励100元，所有
商铺7天内全部搬离了。”沾化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派
驻纪检组长孙守军说，拆除后
的场地设置了150米的艺术围
栏，分别在围栏内、外设置了
600多平和700平的绿化带。

沾化区创城工作中，共设
计拆迁和整改业户超过2000
户，但未有一例群众上访问题，
实现了创城让利于民，让市民
连连点赞。

保城迎审工作开展后，小区内的生活环境也得到了改善。

供销商贸城内规划了停车位，街道上变得井然有序。

棣丰街道计生

“双查”送关怀

本报讯 为进一步推进计划
生育优质服务工作，深入开展关
爱妇女活动，近日，无棣棣丰街道
计生办为棣丰街道育龄妇女免费
开展查孕查环“双查”服务活动，
同时向育龄妇女宣传生殖保健、
避孕节育、优生优育等基础知识，
提供各项计生知识咨询，为育龄
群众解疑答惑。

计生办工作人员免费为育龄
妇女发放避孕药具，同时还为流
动人口办理计生证明，方便外来
务工经商人员子女上学。通过开
展免费“双查”服务活动，不仅有
效保障了已婚育龄妇女的身体健
康，也进一步提高了群众对生殖
健康常识的认知，增强了群众关
心自身生殖健康状况的意识，不
断提高妇女生殖健康水平。

(孙长忠)

石庙镇“七定”

创新计生随访服务

本报讯 今年以来，惠民县
石庙镇为更好地推进育龄妇女

“知情选择、优质服务”进程，夯实
基层计生工作基础，以推进服务
为抓手，以群众满意为出发点，创
新计生随访新方式，建立健全随
访服务流程，使计生随访服务走
向规范化。

一是定随访“队伍”。建立一
支以乡镇计生服务技术人员为骨
干，村计生专干参加的随访队伍。

二是定随访“对象”。统一界
定随访对象，凡有“婚、孕、育”现
象的育龄群众均列入随访对象，
坚持“六必访”，即新婚夫妇必访、
怀孕妇女必访、产后妇女必访、节
育术后夫妇必访、依法再生育夫
妇必访、特殊对象必访。

三是定随访“内容”。根据不
同对象，制定不同的随访方案。对
新婚夫妇，进行优生优育指导，并
赠送有关参考资料；对孕期育龄
妇女，帮助其安全度过孕期；对产
后妇女，了解产妇及婴儿的健康
情况和有关需求，并及时发放药
具；对术后人员，防止手术并发症
发生，发现异常情况及时处理报
告；对常用药具人员，如出现副反
应及意外情况，及时进行处理、补
救。

四是定随访“时间”。统一界
定随访时间，村专职主任和计生
包片人员对每个对象及时随访，
每月1-10日，计生办组织人员入
户进行随访检查。 五是定随
访“方法”。在随访形式上，采取入
户随访，提醒服务对象注意有关
事项，用温馨的话语和美好祝愿，
让育龄群众在细微处感受到计生
服务的真情。在随访程序上，采取

“一问、二讲、三服务”，即问清情
况，宣讲相关政策和生殖保健知
识，开展生殖健康检查和生产生
活服务。

六是定随访“要求”。坚持做
到“五个一”：每村一张随访服务
网络图，对随访对象进行不同颜
色的标注，每个村一个随访专用
档案盒，一份随访人员登记表，每
个随访对象一本随访服务卡，一
张随访服务名片，名片上印有计
生办办公电话、包村计生人员手
机号码等联系方式。

七是定随访“责任”。建立经
常性的督查、考核机制，有详实、
完整的随访工作记录，已婚育龄
妇女随访率和工作满意度均达到
规定标准，将随访服务工作纳入
个人评先树优和工资奖金发放考
核。

(孙玮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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