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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张博韬 记者 赵君 报道
本报济南6月11日讯 今天下午，全省人大预算审查监督工作会

议在济南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云鹏出席会议并讲话，山东
大学校长樊丽明作了中国预算管理与监督改革专题报告。

王云鹏指出，人大审查监督预算和国有资产，是宪法赋予的职
权，是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要充分认识
加强人大预算审查监督和国有资产监督的重大意义，完善全口径预
算管理体系，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要以对
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切实承担起监督责任，进一步加强理
论学习，深刻领会中央精神，确保监督工作正确方向；立足山东实
际，切实提高监督的针对性；加强协调配合，统筹推进全省工作；
加强队伍建设，提高人大预算审查监督和国有资产监督工作的质量
和水平，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作出贡献。

□记者 王原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省教育厅发出通知明确，在全省高校开展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建设，2018年遴选10个左右的山东省中华传
统文化传承基地，推荐1-3所高校申报全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
地。计划到2020年全省建设30个左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探
索构建具有山东高校特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在教育
普及、保护传承、创新发展、传播交流等方面协同推进并取得重要成
果。

据了解，山东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建设内容包括课程建
设、社团建设、工作坊建设、科学研究、辐射带动、展示交流等六个
方面。支持高校围绕民族民间音乐、美术、舞蹈、戏剧、戏曲、曲
艺、传统手工技艺和民族传统体育等传统文化项目建设传承基地，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纳入高校公共艺术和公共体育课程体系，通过
客座教授或购买服务等形式，开设选修课并实行学分化管理，每门课
程设置36个学时，2个学分。在二级院系平台上成立传承项目传习
所，建设2—3个校级的传承项目学生艺术/体育社团，建设1个以传承
项目为主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践工作坊。

(一)图书奖
1 .《中国共产党思想道德建设史》 山东人民出版社有

限公司
2 .《血梅花》 山东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
3 .《中国文化发展史》 山东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4 .《中外文学交流史》 山东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5 .《中国江河流域自然与人文遗产影像档案·三江源》

青岛出版社有限公司
6 .《1872—1949文学期刊信息总汇》 青岛出版社有限公

司
7 .《日本侵华图志》 山东画报出版社有限公司
8 .《齐鲁巡礼——— 西方画家眼中的山东》 山东美术出

版社有限公司
9 .《中国音乐宗谱大典》 山东友谊出版社有限公司
10 .《齐鲁文化经典品读》 山东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11 .《根据地》 泰山出版社有限公司
12 .《诸子百家国风画传》 济南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13 .《中国近代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山东齐鲁书社出

版有限公司
14．《名老中医之路》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有限公司
15．《中国风尚史》 山东友谊出版社有限公司
16 .《中国海洋鱼类》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17 .《石油天然气工程多相流动》 中国石油大学出版

社有限公司
18 .《苹果标准化生产技术原理与参数》 山东科学技术

出版社有限公司
19 .《寻找鱼王》 明天出版社有限公司
20 .《马西西的异想王国》 明天出版社有限公司

(二)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网络出版物奖
1 .《乡村记忆——— 探寻山东最美古村落》 山东电子音

像出版社有限公司
2 .《大道鲁商》 青岛电子音像出版社
3 .《第十届中国艺术节文华奖山东省获奖剧目全集》

山东文化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
4 .《彩色梦》 齐鲁电子音像出版社
5 .《烟台开埠》 山东黄海数字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6 .《农民工适应性培训资源包——— 融入城市》 中国石
油大学音像电子出版社有限公司

7 .《红红火火过大年》 山东数字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8．山东教育出版网 山东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9．山东手机报 山东省互联网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三)报纸期刊奖
1．大众日报
2．济南日报
3．青岛日报
4．党员干部之友
5．山东大学学报(理学版)
6．山东社会科学
7．理论学刊
8．山东画报
9．小葵花

(四)印刷复制奖
1 .《中国文化发展史》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2 .《梁晓声文集》 青岛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3 .《大观帖》 东港股份有限公司
4 .《孟府档案全编》 山东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5 .《明代四大奇书》 山东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6 .《地球的红飘带》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五)装帧设计奖
1 .《传承记忆》 山东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

2 .《曹文轩作品》 明天出版社有限公司
3 .《银雀山孙子兵法》 山东画报出版社有限公司
4 .《诸子百家国风画传》 济南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5 .《中国木板年画代表作》 青岛出版社有限公司
6 .《孔孟乡俗志》 泰山出版社有限公司

(六)优秀集体奖
1．济南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2．青岛出版社有限公司
3．山东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4．山东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5．明天出版社有限公司
6．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有限公司
7．中国石油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8．大众日报编辑部
9．青岛财经日报有限责任公司
10．《山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编辑部
11．《青年记者》编辑部
12．《东岳论丛》编辑部
13．联合网(山东省政协办公厅)
14．《老干部之家》杂志社
15．《高校辅导员》编辑部
16．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17．东港股份有限公司
18．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
19．肥城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20．济南黄氏印务有限公司
21．山东世纪天鸿文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2．山东中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3．潍坊翰林轩文化有限公司
24．山东新坐标书业有限公司
25．山东金榜苑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七)优秀人物奖
1．孙凤文 济南出版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总编辑
2．高继民 青岛出版集团有限公司顾问
3．赵 猛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有限公司总经理(社长)
4．傅大伟 明天出版社有限公司总经理(社长)
5．姚文瑞 山东友谊出版社有限公司总经理(社长)
6．梁晓东 泰山出版社有限公司总编辑、总经理
7．尹凤桐 山东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高等教育事业部部长
8．郜云飞 中国石油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副总编辑
9．李 伟 大众日报总编室检查编辑
10．刘伯新 《东方烟草报》社有限公司社长
11．杨学莹 大众日报经济新闻采编中心记者
12．郑 义 齐鲁晚报校对部校对员、审读员
13．戴 兵 齐鲁晚报主任编辑
14．郭海鹰 《党员干部之友》杂志社副总编辑
15．徐天和 《中国医院统计》社长
16．李晓丽 《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
17．齐晓亮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第五三研究所所长
18．桑 哲 曲阜师范大学《现代语文》编辑部编辑
19．王立纲 《青年记者》编辑部责任编辑、执行主编
20．郭秀婷 《中国矫形外科杂志》编辑部副主任
21．刘培利 肥城新华印刷有限公司董事长
22．梁 莅 山东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枣庄分公司总

经理
23．丁兆光 山东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日照分公司总经

理
24．孙婷婷 山东长征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25．袁 雪 山东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营

销部主任

第三届山东省新闻出版奖获奖名单公示

□ 本 报 记 者 刘 兵
本报通讯员 王 亚 王茜

不久前，一篇关于济南旅游的深度评
论《握指成拳，以文明之力筑牢济南旅游
新高地》在朋友圈刷屏，并被各大媒体争
相转载，赢得了广大网友和读者的点赞。
鲜有人知，其作者是国内首位残疾人旅游
啄木鸟志愿者钟倩，这位在周围邻里和朋
友眼中的“坚强文艺女青年”。

6月3日，当记者来到位于济南天桥区
堤口路街道一处不足15平方米的小屋时，
钟倩正坐在靠窗的位置盯着屏幕思考着什
么。见记者进门，她才艰难地转过身，冲
大家热情地打招呼。如果只看她脸上的自
信笑容，很难让人察觉她那些曾经和正在
经历的痛苦。

17年前，16岁的钟倩正在备战2001年
的中考，然而一场“类风湿关节炎”却将
这位花季少女击倒了。几天时间里，钟倩
的病情急剧恶化，体重从最初的110斤骤
减至不足50斤。

后来，经中医治疗，她终于可以坐在
轮椅上。但每到晚上，因身体的疼痛，钟
倩始终无法入睡，只有依靠止痛药才能稍
事休息。于是，每晚她便坐在床前，用蜷
曲变形的手指在父亲特制的写字板上一笔
一划地练习写日记，并自学课本。坚持整

整一年后，她获得了济南市硬笔书法比赛
特等奖。

然而，命运并未照顾这位少女。2008
年，钟倩的父亲因突发脑溢血失去意识，
经过抢救最终瘫痪在床。遭遇沉重打击，
钟倩却更加坚强。自那时起，钟倩开启了
追梦和志愿之路。10年间，这位身残志坚
的80后姑娘硬是闯出了一片天地：她开办

的心理热线10年来接听4000多人次咨询；
她先后撰写了46份“百姓提案”，不少内
容被全国政协委员带上全国两会；她不间
断自学，写下上百万字文章，出版两本
书，让不少文学名家惊叹不已。

“因为从2008年起一直做公益，参加
旅游志愿者是水到渠成的事情。”钟倩
说，2017年1月，她加入旅游啄木鸟志愿

者队伍。在一年半的时间里，钟倩一有时
间就跑到旅游景区，并思考问题。她提出
了“景区无障碍设施提升与优化”等一系
列方案，并先后在全国、省市媒体上发表
了《旅游“啄木鸟”传递城市正能量》
《“啄木鸟”为旅游监管提供济南答卷》
《为旅游“啄木鸟”的创新举措点赞》等
有关济南旅游志愿服务的多篇评论，为宣
传泉城和旅游监管创新注入了鲜活动力。
其中，《旅游“啄木鸟”传递城市正能
量》登上中国文明网首页，为树立旅游品
牌和济南城市发展作出卓越贡献。

“参加旅游志愿者也是为残疾人群体
代言。在旅游上人人平等，谁都可以走出
家门。如今，残疾人走出家门旅游的意愿
越来越强烈，国家也越来越重视残疾人旅
游。”钟倩说，尽管理想和现实之间有很
大的差距，需要完善的地方很多，但她一
直怀揣着希望和梦想，希望旅游发展越来
越人性化，让残疾人也能共享改革发展成
果，看得见一城山色、听得见泉水叮咚。

钟倩说，她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句话
语始终镌刻于心。“青年时代，选择吃苦
也就选择了收获，选择奉献也就选择了高
尚。青年时期多经历一点摔打、挫折、考
验，有利于走好一生的路。”钟倩身体力
行地回馈着社会，用坚强和责任创造青春
出彩机会。

80后济南姑娘钟倩在轮椅上参与志愿服务，用蜷曲变形的手指敲出46份“百姓提案”———

选择奉献也就选择了高尚

山东加强扶贫资金管理，切实保障扶贫资金安全、规范、高效运行———

花钱必问效 无效必问责

全省人大预算审查监督

工作会议召开

□记 者 姜宏建
通讯员 孔 进 严文达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扶贫资金，既是贫困群
众的“保命钱”，也是精准扶贫的“助推
剂”。随着脱贫攻坚工作不断深入，新情
况不断出现，客观上对扶贫资金管理提出
了新的更高要求。为此，山东切实加强扶
贫资金管理，积极落实资金监管责任，不
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在财政部、国务院
扶贫办组织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
考核中，我省2016年度获得东部地区第一
名的好成绩，2017年度被确定为优秀等
次。

近年来，山东省财政采取一系列创新
性措施，积极优化支出结构，持续大幅增
加扶贫开发投入，发挥了政府投入在脱贫
攻坚中的主导作用。2014年—2018年，省
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累计投入76 . 4 5亿
元，与此同时，要求市县两级财政加大专
项扶贫投入，调整优化资金支出结构，统
筹使用各行业涉农资金，集中用于脱贫攻
坚。据统计，2017年全省投入各类扶贫开

发资金157 . 58亿元；2018年，截至4月底，
全省已投入各类扶贫开发资金115 . 36亿
元，其中专项扶贫资金57 . 26亿元，行业
扶贫资金58 . 1亿元，为全省打好精准脱贫
攻坚战提供了有力财政保障。

为管好用好扶贫资金，每年年初，省
财政都会联合省扶贫办，根据年度工作重
点，研究制订关于加强扶贫资金使用监管
的意见，对扶贫资金使用方向、项目组织
实施、资金监督管理等方面提出明确要
求。去年4月制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强
化责任加强扶贫资金使用管理的通知》，
明确了县级及县级以下财政部门、基层部
门单位在扶贫资金安排、分配、支出和管
理等方面的职责，以及扶贫资金分配拨付
支出时限要求，督促各部门单位守土有
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同年11月，印
发《山东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项目管理
办法》，对资金分配与使用、项目组织实
施以及管理监督等环节，实行全链条制度
设计、全过程监督管理，切实编紧制度笼
子、扎密管理篱笆，确保扶贫资金管理有

规可依、有章可循。
为督促加快扶贫资金支出进度，切实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每年11月底前，省财
政厅按预计执行数的一定比例，将下一年
度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预计数和中央财政
提前下达数，提前下达市县财政部门。县
级财政部门对上级下达的专项扶贫资金，
明确到乡镇的，要于15日内拨付至下一级
财政部门，未明确到乡镇的，在县级扶贫
部门提出资金安排意见后15日内拨付到
位。乡镇财政所收到上级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后，要于5个工作日内分解拨付到乡镇
经管部门相应账户。乡镇经管部门对项目
村提报的资金申请，要在审核无误后5个
工作日内将应拨资金拨付到位。

围绕检查督导强化管理，去年3月，
省财政厅会同省扶贫办开展财政扶贫资金
专项检查，利用1个月时间，对2015年和
2016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中央专项
彩票公益金支持贫困革命老区扶贫开发资
金，以及2016年部分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的分配、使用和管理情况进行全面检

查，切实保障扶贫资金安全、规范、高效
运行。去年年底，省财政厅会同省扶贫办
下发《关于做好2017年度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绩效评价及扶贫资金腐败和作风突出问
题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组织16个市财
政部门开展监督检查，对梳理发现的问题
及时进行整改，使相关责任人依规受到惩
戒；今年2月，又专门印发《关于开展全
省财政扶贫资金项目清理自查工作的通
知》，进行为期1个月的财政扶贫资金项
目清理自查，梳理各地涉农资金统筹整合
和财政扶贫资金拨付使用中存在的突出问
题，及时发现和整改资金统筹整合中涉农
项目申报与扶贫项目申报“两张皮”现
象、扶贫资金使用中拨付速度与繁琐手续
“两头堵”现象。同时，积极配合省纪委
驻省财政厅纪检组重点调研抽查扶贫资金
管理使用情况，各相关市也加强了与纪检
部门的衔接，发现问题及时移送，织密了
扶贫资金使用的监管网络，切实做到花钱
必问效，无效必问责。

图为钟倩在电脑前工作。

我省高校今年遴选10个左右
传统文化传承基地

□记者 齐静 徐超超 报道
本报济南6月11日讯 记者今天从省民政厅获悉，为进一步深化

社会组织领域“放管服”改革，我省将推出“四类”社会组织直接
登记、降低注册资金标准、下延基金会登记权限、放宽社会团体负
责人任职政策限制等12项举措。对于社会团体和基金会换届事宜，取
消其事前报批程序。

据介绍，为减少社会组织登记环节，我省提出申请成立社会团
体，需经过名称核准、成立大会事先备案两个服务环节和成立登记
行政许可环节；而成立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服务机构）和基金
会，需经过名称核准服务环节和成立登记行政许可环节。社会组织
登记行政许可事项，自民政部门出具受理通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
内办结；对实行“全链条”办理的事项，民政部门要加强与有关部
门的协调配合，确保按照规定的时间和要求办结。除确有必要的
外，原则取消社会团体和基金会成立登记现场勘察；根据需要安排
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服务机构）现场勘察，能联合勘察的，民政
部门要与有关部门一起进行。

此前，社会团体法定代表人只能由理事长担任。而放宽社会团
体负责人任职政策限制，能够更好促进社会团体发展壮大。据介
绍，改革后，我省社会团体会员（代表）大会每届任期改为3至5年，
理事会设理事长（会长）1人，副理事长（副会长）1至7人，秘书长1
人，任期与届期相同，届期为5年的期满不再延期。按照社会团体章
程的规定，理事长（会长）、副理事长（副会长）或者选任的秘书
长担任其法定代表人。

此外，我省还进一步降低注册资金标准：全省性社会团体注册
资金不低于３万元；全省性基金会原始基金不低于400万元；全省性民
办非企业单位开办资金不低于50万元，其中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开
办资金不低于100万元，以研究院为组织形式的开办资金不低于200万
元。

山东进一步深化社会组织领域“放管服”改革

取消社会团体和基金会

换届事先报批

2018年6月1日上午，第三届山东省新闻出版奖评审会议
在济南召开。山东省新闻出版奖由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
广电局、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主办，每三年评
选一次。经过各地各单位申报、初评和终评，第三届山东省
新闻出版奖共评出新闻出版精品奖50个，优秀集体奖25个，
优秀人物奖25个。根据《山东省新闻出版奖评选奖励办法》
的规定，现将第三届山东省新闻出版奖获奖名单予以公示，
公示期为2018年6月13日至6月20日(不含公休日)。如有不同意

见，请于6月20日前以传真或信函方式向第三届山东省新闻
出版奖评奖办公室反映。

地址：济南市经十路18567号山东广电中心大楼2001房间
第三届山东省新闻出版奖评选表彰领导小组办公室
邮政编码：250062
传 真：0531-82956369

山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2018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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