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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成资讯

我我市市出出台台六六个个征征信信规规范范性性文文件件
进一步细化信用等级，确立“信用有价”奖励机制

本报1月12日讯(荣宣) 为
进一步增强我市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可操
作性，近日，我市对以往的征信
规范性文件进行了调整修订，
并重新印发了关于《荣成市自
然人征信管理办法》等六个规
范性文件。调整后，我市将自然
人和社会法人的信用等级划分
得更为细密，由原来的五个级
别调整为A、B、C、D四大类八个
档次，并首次确立“信用有价”
奖励机制。

2013年，我市在全省率先
启动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先
后印发了《荣成市社会法人和
自然人征信管理试行办法》等
四个规范性文件。由于征信建
设起步早，摸着石头过河，在具
体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与实际情
况不相协调的问题。2014年6月

和2015年9月，国家和山东省又
相继出台了《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规划纲要》，从顶层设计指导
具体实践。为此，2015年下半
年，我市对之前的四个文件进
行了重新修订，并于近日正式
公布调整后的六个新文件。

这六个征信规范性文件分
别为《荣成市自然人征信管理
办法》《荣成市社会法人征信管
理办法》《荣成市自然人和社会
法人信用信息评价规定》《荣成
市个人信用奖惩管理办法》《荣
成市关于在党政管理等领域实
施信用管理的实施办法》《荣成
市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信息

“双公示”管理试行办法》。新文
件中，信用等级的划分更为细
密，将原来的A+、A、B、C、D四
个档次调整为A、B、C、D四大类
八个档次。据市社会管理服务

研判中心主任黄春晖介绍，原
来良好的信用等级只有A+一个
级别，也就是说一个人获得部
门级表彰奖励和获得国家级表
彰奖励，都处在一个级别，体现
不出信用的价值和层级。此次
调整后，将A类等级按照信用积
分分为三级五档，比如说，只有
获得省级以上荣誉表彰奖励
的，才可以进入AAA级别。

新文件中，对于信用评价
的标准更为明确、更为严格，对
于存在严重失信行为的自然人
和社会法人，信用级别将直接
降级。据黄春晖介绍，以酒后驾
驶为例，按照原来的评分标准，
如果自然人是A级，只减20分，
可能不影响他的信用级别，但
是按照新的评分标准，他将直
接降为B级。

新文件确立了“信用有价”

的奖励机制，信用等级高的居
民除享受在发展党员、评先选
优、职称评聘等方面优先考虑
的政策红利外，还可以享受到
实实在在的物质奖励。如信用
等级为AA、AAA级的居民，在
缴纳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时，可
获200元补助。

系列新文件的出台，将引
领我市征信建设更紧密地对接
国家和山东省信用建设的大盘
子，引领社会信用体系运转更
加有序，引领信用信息更好地

“量化”，引领良好的信用转化
为实实在在的便利。同时，进一
步约束失信违法行为，增加失
信行为法律风险和成本，形成
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的机制，
以完善的征信体系建设推动全
市经济社会更好地发展。

一海带加工点

被食药监局查封

本报1月12日讯 (刘志刚 )

日前，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执
法人员对夏庄镇青埠岭村一家
无证生产加工点检查时，发现该
企业生产车间地面没有硬化、天
花板不能防尘，卫生环境较差，
原辅材料堆砌在院子里，缺少保
存产品所需的制冷设备和必备
的出厂检验设备，整体生产场所
狭小，生产环境无法满足生产工
艺要求。

经调查，该企业在未取得食
品生产许可的条件下擅自生产烘
干的海带丝，执法人员依法对其
生产设备、生产车间进行查封，同
时还查封了其库存的400箱烘干
海带丝及部分海带丝原料，并开
展立案调查。

本报1月12日讯(岳福杰)

韩国官方近日正式来函批准我
国 1 2家热加工禽肉生产企业
获得在韩注册，其中荣成辖区
荣成泰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荣成合德隆食品有限公司等4
家热加工禽肉企业名列其中。

韩国作为荣成的近邻，韩
国市场是荣成农产品出口的主
要市场。目前，荣成出口韩国
的产品主要是水产品、罐头、

速冻食品等，年出口量1000多
批次、12000多吨，货值2500多
万美元。随着中韩自贸区政策
的 实 施 ，韩 国 市 场 的 需 求 增
加，热加工肉类企业出口韩国
市场需求陡增。为积极帮扶企
业开拓新兴市场，荣成检验检
疫局抢抓中韩贸易自由化将带
来的机遇，贯彻中韩自贸区各
项优惠政策，加强技术帮扶和
指导，积极推动食品农产品生

产企业获得国外卫生注册，扩
大食品农产品出口，服务地方
经济发展。

近年来，荣检验检疫局不
断加强肉类养殖源头监管，提
升企业质量管理水平，有效应
对国外技术贸易壁垒，积极推
荐辖区热加工肉类企业对外注
册，帮扶企业增加出口市场，
肉类产品出口保持稳步增长，
荣成肉类产品年出口量已达2

万多吨，占威海市出口热加工
肉类产品的95%以上。先后推
荐对日注册热加工禽肉注册企
业7家、对日热加工偶蹄肉类7
家，企业数量分别占威海地区
对日注册热加工禽肉和偶蹄肉
类企业数量的87 . 5%。在荣成
检验检疫帮扶指导下，荣成肉
类企业得到快速发展，出口热
加工肉类产业集群已经初步形
成。

荣荣成成44家家食食品品企企业业在在韩韩注注册册
我国共有12家热加工禽肉生产企业获批，荣成就占4家

本报1月1 2日讯 (姜鹏 )

“真的要特别感谢那位司机师
傅，等我伤好了一定要亲自去
公交公司感谢他，要不是他，
真 不 知 道 我 会 发 生 什 么 事
情。”躺在床上的成山镇瓦夼
村村民王炳英，拉着市城乡公
交公司工作人员的手，感激地
说道。

1月6日早上5时30分，天
还没亮，61岁的王炳英让老伴
儿骑着三轮电动车送自己去龙
眼港出口加工区站点等201路
公交车。刚到站点，王炳英看
到不远处的201路公交车缓缓
驶来，着急的她还没等老伴把
电动车停稳就急忙跳下车，不

慎摔倒在地，头部磕在地上，
失去意识。此时，王炳英的老
伴并没有注意到王炳英摔倒而
是骑车继续前行，直到回过头
想看看王炳英是否上车时，才
发现妻子出了事。

201路公交车驾驶员滕文
军正准备将公交车停靠在站点
处，借助车辆的灯光发现不远
处路面上好像趴着一个人。见
此，滕文军将车停稳后，急忙
与一名乘客下车察看。发现王
炳英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滕
文军赶紧蹲下来一边慢慢扶起
王炳英一边担心地问道：“大
姐，你没事吧？”此时的王炳英
稍微恢复了意识，摇摇头表示

自己没事。见此情景，滕文军
和乘客赶紧将王炳英扶上车，
借助车内灯光，二人这才发现
王炳英头上满是鲜血。这时，
王炳英的老伴也闻声赶来。

“大姐，我送你去医院吧。”
滕文军将王炳英扶到座位上，
用卫生纸擦拭王炳英头上的鲜
血说道。

“我没事，师傅，你送我去
汽车站就可以了。”王炳英有气
无力地答道。

“那可不行，你这伤得不
轻，得马上去医院。大哥，你骑
着车去医院，我送大姐。”说话
间，滕文军赶紧发动车子，驶往
市第三人民医院。

到达医院门口，滕文军将
王炳英扶下车后送到急诊室。
看到王炳英的老伴赶来，滕文
军便默默地离开了。

经诊治，王炳英头右侧外
伤缝了2针后，回家休养。

“天那么黑，大姐一个人
躺在地上，如果我没有下去帮
她，很容易被别的车再次撞到
或者压到，后果不堪设想。把
她送到医院后，看到家人陪在
她身边，我也就放心了。车上
还有10多位乘客，得把大家安
全送到目的地。”“以后遇到这
样的事情，我还会出手相助！”
滕文军得知王炳英想要亲自前
来道谢时，摆摆手笑着说道。

老老太太路路边边摔摔伤伤，，公公交交司司机机伸伸援援手手

守守护护
在天鹅湖，护林员李祖瑚挥

洒玉米粒喂养大天鹅。多年来，
李祖瑚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
守护着越冬大天鹅。

邢伊爽 摄影报道

醉酒开车，撞了！

本报1月12日讯(闫长春) 醉
酒后，张某驾驶轿车上路，途中与
一辆小型普通客车相撞。1月6日，
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张某已被取
保候审。

去年12月，在荣成市虎山镇
黄张线鲁丽大厦东道路处，一辆
小型普通客车与一辆轿车相撞，
有人员受伤。荣成市公安局交警
大队四中队民警赶到现场勘查，
发现两辆车仍停在事故现场。

在询问过程中，民警闻到轿
车驾驶员张某身上散发着浓烈的
酒气，使用酒精检测仪对其进行
现场呼气检测，结果显示为其体
内的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每百毫
升109 . 17毫克，已经达到了醉酒
驾驶的标准。随后，张某被带至医
院接受抽血检查。

经查，张某驾驶轿车沿着荣
成市黄张线由西向东行驶，恰遇
卞某驾驶小型普通客车自对向驶
来。当张某驾车行至虎山镇鲁丽
大厦东道路处，车辆正驶入道路
左侧路面，不慎与卞某驾驶的小
型普通客车相撞。

本报1月12日讯 (荣宣 ) 目
前，我市6个领海基点保护范围
的选划工作已全部完成。这是
我市领海基点第一次划分保护
范围。

领海基点是计算领海、毗连
区和专属经济区的起始点。中国
大陆及其沿海岛屿的领海以连接
大陆岸上和沿海岸外缘岛屿上各
基点之间的各直线为基线，从基
线向外延伸12海里的水域是中国
的领海。

山东省有8个领海基点，威海
占了6个，全部在我市境内，分别
位于成山头、镆铘岛和苏山岛上。

为了减少行道树病虫害的发
生，市住建局风景园林管理局从1

月9日起利用半个月的时间对城
区主要路段2 . 2万棵行道树进行
涂白。此次涂白采用的是新型环
保树干涂白粉剂，涂在树干上不
但能杀死树皮寄生虫卵防止细
菌，而其含有一层天然油剂保护
膜对树木又起到防寒防冻的作
用，保证树木顺利过冬。

(王术亮)

简讯

6个领海基点

得全方位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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