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7月19日 星期三 第188期

热线电话：(0635)8511655 Email：dzrblcxw@163 .com 21

□ 责任编辑 王菁华

（0531）85193571

大众日报聊城分社、《聊城新闻》法律
顾问：山东永圣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又强。

扫描二
维码，在网
页中打开
并下载，轻
松安装新
锐大众客
户端

广告

大众日
报聊城新
闻官方微
信 公 众
号，欢迎
关注

□记 者 杨秀萍
通讯员 蒋利强 报道

本报聊城讯 近日，记者从聊城市工商
部门了解到，今年以来，聊城市继续深化落
实企业登记“五证合一”、个体工商户“两
证整合”“先照后证”“双告知”等商事制
度改革，激发了大众创业创新活力，市场主
体呈现稳定增长态势。

上半年，全市新登记市场主体29837
户，其中新登记私营企业10469户，同比增
长33 . 7%，增幅列全省第2位，新登记个体工
商户18625户，完成了政府工作报告“全市
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全年新增4万户”任
务目标的72 . 7%。

截至6月底，聊城市累计登记各类市场
主体36 . 1万户，同比增长12 . 34%，私营企业
70240户，同比增长31 . 16%，增幅列全省第3
位。

新登记私营企业

保持高位增长

□ 本报记者 李梦 王兆锋 孙亚飞

直面问题 负责人坐不住了

施工现场尘土飞扬，渣土车辆违规行驶，
燃煤小企业夜间肆意排放，工作人员推诿扯
皮……大荧幕上曝光的一幕幕画面，让现场的
聊城相关部门负责人坐不住。紧随其后的，是

各位负责人立下的改善环境的“军令状”。
首期电视问政的主题是聚焦大气污染防

治，围绕“整治污染，成效几何”这一市民关
心的热点话题，邀请市环保局、城市管理局、
住建局、质量监督局、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
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队，临清市环保局、临清市
潘庄镇、东阿县刘集镇九个部门一把手来到现
场，接受市民“拷问”。

节目现场邀请山东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院长、博士生导师、泰山学者特聘教授张红凤，
山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郭庆，作为问政嘉
宾，结合各自的专业，点评一把手们的现场表现。
此外，节目还邀请了大众日报、聊城日报、大众网
和智慧聊城手机台等媒体代表，以及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热心观众等200多人。

作为聊城市首次直播的电视问政节目，一
开始便开门见山。在主持人简短介绍了参加节
目的人员后，首先现场进行空气质量满意度调
查，结果显示34 . 3%满意，65 . 7%不满意。随即
大屏幕播出了暗访短片《施工扬尘漫天飞 附
近村民苦难言》。烟尘滚滚、四处飞扬，触目
惊心的画面，让在场的被问政嘉宾有些坐不
住。环保、城管部门负责人直言：非常触目惊
心，没想到问题这么严重，节目结束后，立即
现场调查，立即整改，建立长效机制。

引发对执法监管更深思考

本期问政内容涵盖施工扬尘、渣土运输、二

次扬尘、砂石料场、燃煤锅炉、工业排放、工作作
风等七个方面，每个环节均包含暗访短片、主持
人观众提问、嘉宾点评和满意度调查。随着暗访
短片播出以及电话热线、现场观众提问、满意度
调查等场内外互动环节的推进，一个个问题被真
真切切地摆在“一把手”面前。

暗访短片曝光临清市潘庄镇一家企业为躲
避白天有关部门的严厉监管，变身为灯火通明
的“夜行侠”，燃煤污染严重。而属地负责
人，刚开始把企业认错了。就在问政的同时，前
线记者传来消息，该企业正在生产。热心观众代
表当场质询：有没有接到举报？接到举报后有没
有作为？是什么成了这些企业的保护伞？一连串
的提问，让相关部门负责人难以招架，频频表
态，尽快落实，尽快行动，消除污染。

被曝光的环保问题触目惊心，而有些工作
人员的服务态度也让老百姓不满。现场短片播
放了环保问题投诉难，工作人员对于市民和记
者态度“两重天”的现象，现场就有观众质询
临清市环保局局长，对于工作人员怠政懒政、
推诿扯皮的现象，怎样处理？什么态度？再发
生这样的问题怎么办？该部门负责人现场表
示：坚决查处，绝对不会再出现。

针对官员的现场表现，问政嘉宾张红凤分
析，观众的不满意其实并不是针对官员个人，
而是对相关部门整体执行力的测评。应该引起
所有部门对执法和监管更深层次的思考。“强
制性的手段、严厉的行政手段是有的，但在执
法过程中不严不力，造成没有落到实处。”

媒体嘉宾贾志丽现场发问：“有些问题，
为什么记者和市民能发现，而有关部门就没有
发现？从倒逼解决问题到主动作为之间，还有
多远？”

问出责任与担当

直播现场，现场观众直言发问、暗访短片
触目惊心，特邀观察员犀利点评，长达2个小时
的直播过程，问出了问题所在，问出了百姓期
待，也问出了责任与担当。

一位现场观众麻辣发问：“大气污染防治
工作成绩差，我都脸红。是不作为？是胡作非
为？还是混饭吃？没牌没号的黑渣土车交两个
钱就能放行，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还有
多少在继续收钱的？收了多少？”这个问题引
发热烈掌声。市交巡警支队负责人说：“我们
一定认真核查，认真处理！”

聊城市民在得知电视问政节目开播后，十
分关注。“《一问到底》的首期节目就现场播
放了大家关注的大气污染问题，十分吸引
人。”聊城市民葛自强说，“我觉得，这种节
目的看点就在问政嘉宾和被问政嘉宾的一问一
答上。有的嘉宾问题十分犀利，被问政嘉宾如
能应对自如，观众自然会感觉这个职能部门是
个真干事、干实事的单位；如果答不上来，单
位形象和干部形象会大打折扣。这会倒逼各单
位改进作风、提升效能。这样的活动应该坚持
搞下去。”

聚焦大气污染防治 促进干部作风转变

电视问政直面9部门一把手

□ 李梦 杨秀萍 李瑞成

“黑屋子、土台子、泥孩子……”“有砖
不过千，有门没法关，有窗垒着砖，有顶露着
天……”这些当年流传甚广的顺口溜，曾经是
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广平中心小学校舍的真实
写照。如今，环境优美的校园环境、人性化设
计的多媒体教室、门类齐全的特色活动室、舒
适的课桌椅……广平中心小学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并一度成为聊城市乡村学校的新标
杆。

这样的变化正是源于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
教育人共同的心声——— 让每个孩子沐浴公平教
育的阳光。

据了解，开发区农村学校“全面改薄”，
共对14所中小学的36个项目进行全面提升，截
至目前，“全面改薄”项目共投入资金18846 . 16
万元，支出资金共计13702 . 96万元。其中校舍规
划建设总面积 6 8 8 8 6 平方米，开工面积达
126823 . 82平方米，开工率184 . 11%，竣工面积
75198 . 22平方米、竣工率108 . 99%。今年改薄项目
北城中学综合教学楼，滨河、季海、王洪木、
辛屯等新建小学，滨河、辛屯等新建幼儿园，
均已开工建设。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核心是师资均衡。面
对教师短缺、配置不均衡和乡村教师队伍不稳
定等瓶颈问题，开发区通过实施引进补充工
程、交流互助工程、培训提高工程，积极推进
师资队伍建设，优化教师资源配置。

为进一步创新用人机制，壮大教师队伍，
开发区坚持“公开、公平、竞争、择优”的招
聘原则，实行聘用制和岗位责任制，合理配置
教育人才资源。据统计，该区2014年、2015年分
别招聘事业编教师28名、30名，2016年招聘事业
编教师、聘任制教师共137名。2017年，计划招
聘在编教师32人，聘用制教师131人，幼儿教师
46人。2015年，面向全市公开招聘水城名师、特
级教师、省教学能手等优秀教育人才5名，现已
全部安排到教育局教研岗位，指导全区高效课
堂改革。

与此同时，该区还对教师在职培训构筑起
国家、省、市、区四级全员培训体系与网络，
采用灵活的模式对广大教师进行了多层次、多
形式的业务培训。拓宽“国培”、“区培”、
选送、补充等渠道，实施强质增量工程，教师
专业素质明显提升。

实现教育公平，让每个孩子沐浴在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的阳光下，同样是开发区构建和谐
新教育的核心所在。

开发区教育局通过不断完教育信息化水
平、建设数字化管理平台建设，实现教室、办
公室网络的全覆盖，并通过教师培训、教育科
研等，提升教师信息素养和信息技术应用能
力。据统计，全区设备购置类规划资金2107 . 74
万元，目前支出 2 2 7 6 . 2 4万元，占规划资金的
107 . 99%，配置触控一体机935台、学生微机1525余

台，全区学校实现“班班通”的学校有24所，学校
专用教室配备多媒体366个，新建录播室7个。开
发区在全市率先实现了全区“教学网络班班
通”以及学校录播室各乡镇的全覆盖。

开发区还不断加大教育安全投入，实施校
车配备工程，保障人防到位。区财政每年拿出
100万元对乘校车学生进行补贴，目前共开通了11
辆校车，运行16条路线，惠及学生600余名，实现了
校车在全区的全覆盖。与此同时，该区还采取政
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为全区所有公办中小学、幼
儿园配备专职保安104人，安装监控68套，监控
探头1157个，解决了校园重点部位安全问题。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开发区还面临着
大量新增城区居民和进城务工子女进城入学，
以及部分乡镇农村学生涌入城区学校，造成城
区学校大班额而乡镇农村学校生源减少的突出

问题。对此，该区教育局积极作为，经过长时
间的调研和分析，多措并举化解城区学校大班
额难题，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据了解，从2015年到2017年，该区先后建设
3处小学，新建大胡小学、辛屯小学，扩建广平
乡四韩小学，新增校舍建筑面积3 . 0867万平方
米，新增教学班66个，新增学位2970个。在具体
推进过程中，开发区还不断创新思路，实施政
府交钥匙工程，即：政府出面签订协议，积极
探索BT模式，由开发商垫资建设，大大缩短了
工程建设周期。比如大胡小学采用名校办分校
的模式，作为开发区实验小学分校，已于投入
使用，两个校区班额全部控制在45人的标准之
内。开发区还计划将正在建设的辛屯小学办成
“实验小学东校区”，届时，城区学校大班额
问题将得到彻底解决。

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强力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让每个孩子沐浴公平教育的阳光

7月14日晚8点，聊城首期电视问政
节目《一问到底》，面向600多万水城市
民推出，聊城市委副书记陈平等现场观
看直播。问政节目由聊城市委、市人民
政府主办，市纪委、市委组织部、市委
宣传部、市广播电视总台承办，旨在发挥
媒体监督作用，聚焦动力不足“不想
为”、担当不足“不敢为”、能力不足
“不会为”、效率低下“慢作为”的问
题，强化各级各部门的服务意识、大局意
识、责任意识，加强作风效能建设，推动全
市各项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首期电视
问政在聊城电视台公共频道全程直播，聊
城综合广播、聊城视窗网、智慧聊城手机
台同步直播，引起广泛关注。

□肖会 焦松青 报道
本报聊城讯 认真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

制，把弘扬法治精神与传播法制理念相融合，7
月12日，由聊城市司法局、聊城市普法办公室
主办，聊城市人民银行等多家单位参与的法治
文化宣传周活动在聊城市人民广场开幕。

聊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普法依法治理
工作，把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普法
责任制，列入了依法治市规划和七五普法的重
要内容。2016年，聊城市全民普法依法治理工

作领导小组印发了《关于落实国家机关“谁执
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的意见》，有力推动、
形成党委统一领导，部门分工负责、各司其
职、齐抓共管的普法工作格局，为开创法治宣
传教育工作新局面，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作出了新贡献。此次活动是聊城市积极
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的缩影。

为了响应市委、市政府关于“争创全国文
明城市提名奖”的重大决策，聊城市司法局、
聊城市普法办公室向广大市民发出了讲文明、

守道德，改陋习、树新风的号召，并在全市普
法系统开展了“文明创建，普法同行”主题宣
传活动，动员全市各级各部门普法办围绕文明
城市创建这一主题，深入开展形式多样的法治
宣传活动，坚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
法治聊城建设之中，教育大家自觉遵法守法，
学法用法，用实际行动为全市文明创建增添自
己的一份力量。

活动期间，全市金融机构、法律服务机构
组织人员设立了法律宣传点，免费发放法律宣

传资料，开展法律法规宣传及咨询活动，现场
为群众解疑答惑。文艺汇演过程中，还组织了
有奖问答和微信扫码环节，过往市民参与热情
高涨，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千余名群众观看了
演出。这些节目全部由各单位法律宣传和法律
服务工作者自编、自导、自演，他们将法治宣
传教育与群众文化生活相结合，寓法于乐地宣
传人民群众应知应会的法律知识，以生动活泼
的形式进行了一次普法宣传教育，潜移默化中
增强了市民的法治观念和意识。

“文明创建，普法同行”文化宣传周开幕

□赵玉国
张衡 报道
7月11日，在茌

平县贾寨镇省级贫
困村前付村公开栏
前，县纪委工作人
员，在向村民宣传
纪 检 联 络 组 的 职
责。近日，茌平县
纪委在全县34个省
定贫困村张贴了纪
检 联 络 组 宣 传 图
画，重点监督贫困
村的扶贫政策落实
情况、惠农资金使
用情况等，加强党
务、村务、财务工
作的监督。进一步
扎紧基层廉政制度
的笼子，预防基层
微腐败。

□记者 高田 报道
本报聊城讯 7月18日，聊城市政府新

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聊城市质量强市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聊城市质量技术
监督局局长孙军，就聊城“城市质量精神”
的征集、背景、解读及宣传推广计划作了详
细介绍。

通过广泛征集、专家评审、质量强市工
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联席会议审议，并经市
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审定，聊城
“城市质量精神”为“秀美水城、品质聊
城”。“秀美水城 品质聊城”突出了聊城
特色，突出了质量主题，突出了发展方向。

聊城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品牌
建设的意见》。成功推出“聊·胜一筹！”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新增“三品一标”连
续三年位居全国地级市之首。培育国家知名
产品10个，东阿阿胶、中通客车、金号织业
进入“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东阿阿胶
连续两届获得中国质量奖提名奖，并荣获全
国质量奖。

聊城市获省长质量奖企业达到5家，与
青岛、烟台并列全省第一位。全市拥有中国
驰名商标22个、山东著名商标99个、山东名
牌产品79个。服务业领域，山东省服务名牌
企业达到10家，成功创建国家级服务标准化
试点单位1个、省级服务标准化试点单位19
个。新增“泰山杯”工程4项、省级“优质
结构工程”奖15项。

全市产品质量水平有效提升。大力推广
先进技术手段和现代质量管理方法，269家
企业实行了“首席质量官”制度，居全省第
三名。建立了工业产品质量市级监督抽查制
度。整建制创建农产品质量安全市，在全省
率先实现了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全覆
盖。

全市工业产品质量抽检合格率达到94%
以上，农产品、畜禽产品、水产品抽检合格
率达到98%以上；食品生产加工环节、药品
评价性抽检合格率达到95%以上，出口产品
检验检疫合格率达到99 . 5%。

秀美水城、品质聊城

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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