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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智慧慧博博兴兴””有有线线电电视视平平台台上上线线
本报12月16日讯 (通讯员

杜蓓蓓 胡彩霞 ) 12月15
日上午，博兴县人民政府与山
东广电网络集团滨州分公司在
博兴县签署智慧社区建设战略
合作协议。山东广电网络集团
总经理郝克远，滨州市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王晓娟，博兴
县委副书记、县长殷梅英等相
关领导出席活动，共同为“智
慧博兴”有线电视平台上线启
动水晶球，标志着该平台正式
上线应用。

签约仪式上，王晓娟首先
代表市委、市政府对“智慧博
兴”有线电视平台的上线表示
热烈祝贺。她说，博兴智慧城市
建设坚持基础规范先行，数据
融合利用、项目集约建设、示范
应用引领的原则，深入推进“智
慧城市”在各领域的普及和利
用，走在了全市前列，并希望博
兴县紧密结合城市定位和当地
特色，进一步加快智慧城市建
设进度，把博兴打造成为县域
智慧城市建设典范。

山东广电网络集团滨州分

公司总经理隆久占就公司情
况、系统建设及下一步规划作
了详细介绍。此次合作，双方在

博兴县智慧城市建设总体框架
下分阶段在智慧社区政务信息
化建设、智慧社区公共服务、智

慧社区安居服务、智慧社区教
育服务、旅游服务、医疗服务和
电商建设七个方面开展。

山东广电网络集团总经理郝克远，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晓娟，博兴县委副书记、县长殷梅英共
同为“智慧博兴”有线电视平台上线启动水晶球。

滨滨城城区区电电商商培培训训班班公公益益助助残残
首批20余名残疾人走上电商创富之路

本报讯 15日，首期“滨
城区残疾人电子商务创业培训
班”顺利结束，20余名残疾人
经过为期15天、全程免费的系
统学习后，走上了电商创富之
路。

“滨城区残疾人电子商务
创业培训班”是在省商务厅的
大力支持下，由滨城区商务局、
滨城区残联、滨州颐高电子商
务产业园共同举办的助残公益

活动，对残疾人实行全程免费，
每期15天，常年连续举办。

据了解，该培训班本着
“培训一人、成功一人”的宗
旨，聘请经验丰富的专业讲师
和专职辅导老师授课，培训内
容专业、系统，主要包括电子
商务概况、跨境平台介绍、店
铺定位、运费模板设置、产品
优化、数据分析、订单处理及
收款、物流平台介绍，网上开

店的基础流程和网店装修、经
营以及成功创业者的创业经历
和产品营销等。培训期间，颐
高电子商务产业园会帮助学员
注册淘宝网店，通过“理论+实
践”的方式，让学员在充分了
解电商发展趋势和基础知识的
前提下，快速掌握电商创业技
能，并开拓创业思路，进而完
善自身就业优势。

此前，省商务厅相关领导

来滨对培训班进行了现场考察
和指导，对滨城区残疾人电商
培训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
高度赞扬了滨州颐高国际电子
商务产业园(西城商业中心)在
电商创业、人才培训孵化等方
面的成绩，期待滨州颐高国际
电子商务产业园(西城商业中
心)系统拉动滨州电子商务的
整体发展，在推动当地经济发
展转型上做出更大成绩。

““姐姐你你钱钱包包丢丢了了吧吧，，看看朋朋友友圈圈””
利津老家弟弟的一通电话，让失主郭青青放下了心

本报12月16日讯 (记者
谭正正 ) 15日,本报官微报道

《你认识郭青青吗？她在滨州
学院南门丢的钱包被捡到了！
快喊她来认领》，一时间上千
名网友在朋友圈转发呼吁，这
一消息被失主郭青青的弟弟
看到并告诉了她。16日早上，

郭青青来到李强家，领回了丢
失的钱包。

在李强家，郭青青和朋友
抑制不住心内的激动，她告诉
记者，15日晚上，她骑着摩托
车带着朋友去全福元购物，结
果到了以后发现钱包不见了，
正好就是那天没有背挎包，因
为天气比较冷，朋友的手放在
口袋里，钱包放在我们两个中
间，冬天衣服厚，滑下去没感

觉。
发现钱包丢了，郭青青原

路和朋友寻找，在滨州学院南
门询问交警和环卫工，都没有
结果。“最后回到单位宿舍，我
都急哭了，身份证刚换新的，信
用卡还马上到期了，最后不抱
任何希望了，都计划好第二天
补办挂失。”郭青青说，“我来滨
州刚刚10天，一直在老家做生
意，由于变故才来滨州不久，都

不敢和家里人说，15日晚上9点
吧，我弟弟在利津给我打电话，
问我是不是钱包丢了，我才坦
白，是他告诉我在朋友圈里看
到朋友转发的，并让我联系李
先生的。联系上李先生后，我才
放下心来。”

郭青青说她感谢李先生，
同时也感谢本报以及广大网友
的在朋友圈的转发，并感慨自
己遇到了好心人。

博兴县审计局:

绩效审计
贯穿全局

近年来，博兴县审计局不断
探索、创新绩效审计的方法和途
径，将绩效审计的理念贯穿到各
项审计之中。

首先，以提高审计人员的业
务素质为目的 ,积极引导审计人
员树立绩效审计理念。该局从日
常的各项审计入手，在保证财务
资料真实、合法、有效的基础上
积极探讨绩效审计的方法，并坚
持以真实性为基础、合法性为重
点、效益性为落脚点，力促全体
审计干部树立“三位一体”的观
念，不断在各项审计中关注资金
的使用效益和效果，以提高审计
人员运用绩效审计的理念解决
一般财务审计不能触及的领域。

其次，以财政财务审计为切
入点，积极探索绩效审计在常规
审计中的辐射面。作为县级审计
机关主要监督政府各个部门在
履行职责过程中使用和管理的
财政资金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
果性。该局把财政资金审计作为
开展绩效审计的切入点，重点揭
露损失浪费、管理不善以及体制
机制性缺陷等问题，在常规审计
实践中融入绩效审计的理念，提
高审计评价体系的科学性。

再次，以“四个结合”为抓
手，积极探索创新绩效审计。一
是与财政“同级审”相结合。重点
关注财政支出结构是否符合公
共财政改革方向，通过财政支出
中用于民生支出和行政成本支
出等方面比重分析，看民生支出
所占比重、行政成本是否得到有
效控制。二是与领导干部经济责
任审计结合。将审计重点以单纯
的财政财务收支审计拓展到对
重大经济活动及决策审计上来，
审计范围涵盖全部政府性资金。
并把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与
该部门管理专项资金绩效审计
相结合，更加突出“问责”和“问
政”。三是与与民生资金审计相
结合。围绕县委、县政府出台的
一系列惠民利民政策措施，加大
对民生资金绩效审计力度，促进
各项惠民利民政策措施的完善
和落实。四是与政府投资工程项
目审计相结合。通过审计，对工
程项目审深审透的基础上，明确
评价标准，做好工程绩效评价工
作，针对不同的工程审计项目，
根据审计过程中掌握的具体资
料，向县委、县政府提出建设性、
可行性、操作性较强的审计建
议，真正体现工程绩效审计作
用。 (池淼)

消 防 风 采 录

为全力做好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
作，坚决预防和遏制重特大火灾尤其是
群死群伤恶性火灾事故的发生，12月11

日上午，滨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赵庆平带
队深入人员密集场所督导检查冬春火灾
防控工作。市政府副秘书长甄恩如，市公
安局政委樊守林，市公安消防支队支队
长焦培文、防火处处长孙进春等陪同检
查。

赵庆平副市长一行先后到滨州百货
大楼、中百大厦、银座购物广场黄河店等
场所，重点检查了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
是否畅通、消防设施配备运转和消防宣
传教育开展情况。赵庆平副市长对全市
冬春火灾防控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提
出明确要求：一要进一步强化思想；二要
坚持开展消防安全隐患自查自改，真正
将火灾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单位要认
真落实用火用电、安全检查、消防设施管
理等制度，确保消防安全形势稳定；三要
强化消防宣传教育工作。 （王晓静）

市委常委、副市长赵庆平

带队督导火灾防控工作

为切实提高敬老院预防火灾事故的
能力，确保辖区火灾形势稳定，自12月8

日起，邹平县公安消防大队联合县民政
局对辖区敬老院进行了消防安全专项检
查，并对前期检查发现的火灾隐患进行

“回头看”。
联合检查组首先认真对照《责令整

改通知书》逐一进行复查，确保各项火灾
隐患整改完毕。同时，重点检查了各场所
的消防设施是否完整好用，疏散通道、安
全出口是否畅通，灭火器、室内消火栓等
消防设施、器材是否完整好用，电线有无
老化、电气线路铺设是否符合要求，用
火、用电制度是否落实到位等。随后，大
队监督员还随机抽查了敬老院工作人员
对“四个能力”掌握的熟练程度，消防器
材的运用以及应对火灾发生的处置能
力，并现场作了指导。每检查完一家，检
查组都会要求敬老院管理人要扎实开展
好日常自检自查工作。

（王晓静）

邹平县公安消防大队

全县敬老院安全检查

随着冬季的到来，天干物燥，为预防
重特大火灾事故的发生，12月12日，高新
区公安消防大队联合高新区城乡建设
局、市政管理局等部门对辖区内新建道
路所有路段室外消火栓建设情况进行了
检查验收。室外消火栓主要用于为消防
车提供水源，保证火场消防供水，对于城
市消防安全保护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在一定意义上说既是城市的保护神，
也是城市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

检查中，检查组人员按照辖区新建
道路水源图，对每一个消火栓一一进行
测试，重点查看了消火栓启闭阀是否灵
活，闷盖内胶垫圈是否完整，消火栓零部
件是否有损坏、失落，排水水压情况是否
正常等等。并对消火栓地理位置、管网形
式、直径、压力及完好情况等信息进行详
细记录和更新，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并
根据各消火栓编号对新增的消火栓及时
标号登记。

（王晓静）

高新区公安消防大队

对新建消火栓进行验收

为深入推进消防宣传工作，普及消
防知识，北海新区公安消防大队积极拓
展消防宣传新阵地，投入资金在政务服
务中心广场建设完善消防文化主题公园
助推宣传教育。

主题文化公园在原有广场基础设施
上，大胆创意，增设地上消火栓样式垃圾
桶、十二生肖消防员雕塑、消防员模特和
消防知识宣传栏等消防主题元素，展现
常见灭火器材装备、灭火自防自救知识、
家庭消防安全常识及火灾案例等内容，
公园消防主题元素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
观看学习。

消防文化主题公园集使用和观赏教
育为一体，消防垃圾桶既能方便市民们
休闲锻炼时的生活所用，立体的消防员
模特生动形象具有观赏性，消防生肖牌
又能达到教育的目的，极具有鲜明的主
题特色，为辖区居民提供了集休闲娱乐、
消防知识学习于一体的寓教于乐平台。

（王晓静）

北海新区公安消防大队

打造消防文化主题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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