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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商河

商河县市场监管局助力县域经济更好发展

打打好好营营商商环环境境““组组合合拳拳””
本报5月16日讯 近日，记

者从商河县市场监管局了解
到，为创造商河良好的营商环
境，该局实施4项措施，打好组
合拳。

一是明“重点”。以降低创
业门槛为目标，深入推进商事
登记制度改革，在深入推进“多
证合一、一照一码”、企业简易

注销登记等登记制度改革的基
础上，全力推进“证照分离”改
革，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
腿”，全力打造“十最”营商环
境，全方位激发市场主体发展
新活力。

二是抓“亮点”。以贯彻落
实《商河县人民政府关于加快
企业发展壮大的意见》为抓手，

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进一步
完善商标品牌建设规划，通过
做强玻璃商标品牌、做优旅游
商标品牌、做精花卉商标品牌
等举措，指导、帮助更多的企业
从商标注册向品牌建设的提
升，为全县经济“高速”发展创
造新动能。

三是摸“难点”。以开展“大

学习、大调研、大改进”活动为
契机，聚焦基层和群众反映强
烈的突出问题，结合市场监管
工作实际，扑下身子、沉到一
线，采取召开座谈会、走访联系
点、现场办公等多种形式进行
调研，多听基层声音，想企业所
想，急企业所急，帮助企业解决
实际问题。

四是找“缺点”。以实施新
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为统领，
对标借鉴学习先进地区的经验
与做法，尤其认真查找助企融
资、品牌推进、服务升级、监管
转型等方面的差距和不足，全
方位助力县域经济更好更快发
展。

(通讯员 李敏)

22001188年年市市外外来来务务工工人人员员才才艺艺大大赛赛商商河河获获佳佳绩绩

本报5月16日讯 近日，
“我们的中国梦”第四届“劳动
者之歌”——— 2018年济南市外
来务工人员(农民工)才艺大
赛决赛暨颁奖仪式在济南市
文化馆多功能厅隆重举行，商
河县荣获优秀组织奖第一名，
二等奖3个、三等奖5个、优秀
奖3个。

本次活动是为深入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及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加大
对外来务工人员和农民工群体

的人文关怀，坚持为农民工服务
和满足农民工精神文化需求，活
跃农民工的业余文化生活，为他
们提供才艺展示的平台。

活动3月份启动以来，商
河县报名人数近200人。经过
初赛和复赛，有11个节目进入
了决赛。决赛现场，选手们的
歌曲、舞蹈、戏曲、曲艺等表演
受到评委和观众的好评，展示
了外来务工人员和农民工朋
友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通讯员 刘佳慧)

商商河河第第二二届届鼓鼓子子秧秧歌歌大大擂擂台台活活动动落落幕幕

本报5月16日讯 4月29
日，商河县第二届鼓子秧歌大
擂台活动在郑路镇圆满落下帷
幕。

本次活动分为团体组、伞
组和鼓棒组比赛，共吸引全县
近百名鼓子秧歌爱好者参加。
经过一天的激烈角逐，团体组

金奖归属于《棒鼓舞》节目，伞
组、鼓棒组金奖获得者分别为
董丰民、许太峰。优秀的团体及
个人技艺的展演吸引了大量游
客驻足观看，现场气氛火爆。通
过商河县珍珠红西瓜采摘文化
旅游节这一平台，向来自全国
各地的游客展示了商河鼓子秧

歌——— 这一民间艺术瑰宝的特
有魅力。

本次活动旨在更好传承和
发展我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商
河县珍珠红西瓜采摘文化旅游
节增添文化氛围。本次活动主要
展现了鼓子秧歌个人技艺。

(通讯员 李林飞)

县县市市场场监监管管局局专专项项规规范范
家家电电市市场场售售后后服服务务经经营营行行为为

本报5月16日讯 为切实维
护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自2018
年2月10日至4月30日，商河县市
场监管局集中了开展家电市场
售后服务经营行为专项规范活
动。按照规范与整改相结合的原
则，周密部署，成效显著。

该局先后出动监管人员
207人次，对现场大型商场、家
电门市以及街镇村等213家从
事电视机、手机、空调、计算机
等家电经营的业户进行了约
谈。约谈主要内容包括：销售家
电商品时，要向消费者介绍“三
包”方式及售后服务地点，并提
供有效购物凭证和“三包”凭
证；在家电商品“三包”有效期

内，要按照国家“三包”规定、约
定或承诺，承担免费包修、包
换、包退责任；要主动受理并妥
善处理消费者有关商品和售后
服务质量的查询、投诉。

市场监管局坚持规范和执
法并重的原则，加大依法处置
力度。对家电经营者不提供“三
包”凭证、拒绝履行“三包”义务
等违法行为，依据《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
处罚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及
时调查处理，先后对21家未按
规定履行售后服务责任的专营
店作出了警告行政处罚，有效
规范了家电市场经营秩序。

该局利用散发宣传材料、

设立宣传台、宣传栏等形式，让
公众广泛知晓市场监督管理机
关开展此次专项规范活动的目
的和意义，充分发挥12315“五
进”和“一会两站”维权网络作
用，积极开展消费维权知识教
育和引导工作，不断提升消费
者自我保护意识和依法维权意
识，强化社会监督。

此次专项规范活动的开
展，使辖区内家电售后服务经
营行为得到有效规范，违法经
营行为得到依法处理，逐步建
立起家电市场售后服务环节良
性循环机制，切实保障了消费
者合法权益。

(通讯员 昝龙训)

买买33万万元元煤煤炭炭却却开开118800万万发发票票
两男子因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刑拘

本报5月16日讯 买了3万
元的煤炭却收到了180余万元
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了国
家税款26 . 5万元。近日，商河
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成功破获了
一起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

2017年8月份，泰安市肥城
人马某向商河一商贸公司法定
代表人苗某介绍一笔价值3万
元的供煤业务，提出需要开具
增值税专用发票。马某称自己
没有公司，开不出发票，但可以
让其侄子马某雪的公司帮忙开

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并透露可
以“多开一些”。

苗某意图多开增值税专用
发票以抵扣税款，于是在一番
商量后，马某向苗某提供了价
值3万元的煤炭，其侄子马某雪
所在的泰安某能源公司在没有
实际货物交易的情况下向商河
县该商贸公司开具了价税合计
180余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
帮助苗某的公司伪造了虚假的
资金交易流水，让这笔交易看
起来“合法”。

按照约定，苗某还向马某
雪支付了16万元的“开票费”。
同年，苗某经营的商贸公司通
过商河县国税局将180余万元
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入账。

2018年4月，商河县公安局
经侦大队相继抓获涉嫌虚开增
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嫌疑人苗
某、马某并依法刑事拘留，犯罪
嫌疑人马某雪也因涉嫌向多家
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被泰
安警方抓获。

(通讯员 李乐乐 刘健)

商商河河22001188年年度度天天敌敌种种蜂蜂繁繁育育工工作作进进展展顺顺利利

本报5月16日讯 根据上
级林业部门要求，商河县林业
有害生物天敌繁育中心2018
年计划繁育白蛾周氏啮小蜂
25亿头。全年分3批繁育小蜂，
重点繁育第一批，约15亿头，
后两批各繁育5亿头。

2017年秋季，中心技术人员
着手进行种蜂复壮初期工作，
将被寄生的美国白蛾孕蜂蛹埋
藏在野外地下储存。2018年2月26
日，工作人员取出美国白蛾孕
蜂蛹，放置在人工气候箱内进
行恒温恒湿蜂种培育。

3月8日开始出蜂，正式展开

种蜂扩繁工作。目前种蜂接种
工作基本结束，共接种柞蚕蛹
3000余头。计划经过2轮次的小
规模扩繁，将种蜂繁育到4000万
头，用于第1代大规模人工繁育。

按照市林业局要求，今年
繁育的3批小蜂将分别在3代
白蛾化蛹期和杨小舟蛾蛹期
释放，释放区域仍为商河县、
济阳县、平阴县、天桥区等生
物防治示范区。商河县计划安
排在龙桑寺、韩庙、沙河、郑路
以及怀仁、殷巷等多个生物防
治示范区进行生物防治。

(通讯员 杨启萌)

县县文文广广新新局局启启动动““乡乡村村文文化化振振兴兴讲讲习习所所””

本报5月16日讯 4日晚，
县文广新局举办了“乡村文化
振兴讲习所”启动仪式暨“学
总书记系列讲话，做新时代优
秀青年”演讲比赛活动。

为进一步加强理论学习和
党建宣传工作，结合深入贯彻
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文广新局
成立“乡村文化振兴讲习所”。

乡村文化振兴讲习所成立
后，文广新局将认真制定讲习
计划，积极开展宣讲活动。局党

组带头，全局党员干部都要围
绕乡村文化振兴进行宣讲，不
但在局内讲，而且要深入基层、
走进乡村，传递到基层群众中，
把乡村文化振兴讲习所建设成
为教育党员、培养干部、联系群
众、推进发展的桥梁和平台。

同时，文广新局还在全局
35岁以下青年干部中开展“学
总书记系列讲话，做新时代优
秀青年”演讲比赛活动。

(通讯员 王玲 张秀梅)

怀怀仁仁中中心心小小学学开开展展防防空空应应急急疏疏散散演演练练

本报5月16日讯 为纪念
“五三”惨案，增强国防观念和
防空意识，提高广大学生自救
互救和应急避险能力，3日，怀
仁镇中心小学开展防空防灾
应急疏散演练。

3日下午4点整，随着一声
响彻校园的警报鸣笛，各班老
师立即组织本班学生双手护
头有序地进行疏散，同时学校
安排人员把守楼梯口，防止学
生发生踩踏事故。在到达指定
地点后，学生们抱头蹲下待

命，操场上的教师指导疏散人
群并清点人数。

解除警报试鸣后，演练结
束，学校相关负责人讲评演练
情况，并开展国防教育知识宣
传。

通过此次防空疏散演练，
怀仁中心小学全体师生真正
掌握在危险中迅速逃生、自
救、互救的基本方法，进一步
增强安全防范意识、自我保护
意识，切实保障师生的人身安
全。 (通讯员 王艳冬)

县县市市场场监监管管局局开开展展爱爱国国卫卫生生月月活活动动

本报5月16日讯 根据济
南市《关于开展第30个爱国卫
生月活动的通知》要求和县爱
卫会的部署安排，4月19日下午，
商河县市场监管局组织干部职
工开展了卫生大扫除活动。

大家充分发扬不怕苦不
怕累的精神，一起打扫办公区
域，清除院内及周边杂草、砖、
瓦、石块，营造了一个干净、整
洁、舒适的环境。

(通讯员 李阳)

精彩的鼓子秧歌表演颇受欢迎。


	E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