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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方垒 报道
本报滨州讯 11月26日上午，首届山东粮油产业博览会在滨州国

际会展中心开幕，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局长张务锋，副省长王书坚出席开幕式。

张务锋为滨州三个国家级粮食产业技术创新中心授牌，并与王书
坚共同为“齐鲁粮油”标志揭牌。王书坚在致辞中指出，山东是经济
大省、人口大省，也是农业大省、粮食大省，是全国13个粮食主产区
之一，粮食产业经济发展走在全国前列。要以本届“粮博会”为纽
带，在招商引资、招才引智、科技成果对接、产学研融合、贸易往来
等方面深化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的成效，为加快粮食产业新旧动能
转换、助力乡村振兴、促进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为在更高层次
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奠定坚实基础。

本届“粮博会”集中展示改革开放40年来我省粮食产业发展取得
的成就，共有280多家企业、2000多人参会，达成签约意向项目超过
300个，资金总额达180多亿元。

□记者 李振 通讯员 孔令曦 报道
本报济南11月28日讯 今天，我省援外医疗50周年座谈会在济南

召开，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发来贺信，副省长孙继业出席座谈会并
讲话。

孙继业指出，援外医疗工作是党和国家交给山东的光荣政治任
务，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提高对援外医疗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切
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要立足新时代，把握新要求，积极选派优秀
中青年技术骨干，着力整合资源打造精品项目，不断提升受援国家医
护人员水平，扎实做好中医药“走出去”与援外医疗的结合文章，推
动各项工作再上新水平。要以对外援助5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加强领
导、强化保障，奋力开创我省援外医疗工作新局面。

据了解，从1968年至今，我省共向坦桑尼亚派遣25批、向塞舌尔
派遣17批、向汤加派遣1批援外医疗队，共计1160余人次，累计诊治
患者1600多万人次。

□ 本报记者 刘一颖 赵君

刘新华：公共利益的捍卫者

“群众的期待是我努力的方向，守护群众的安
全是我奋斗的目标。”工作时间越久，日照市岚山
区人民检察院民行科科长刘新华越感到肩上的责任
重大。

2014年1月，刘新华接到群众举报，有盗砂团
伙在绣针河大规模非法盗采河砂，河岸生态环境被
严重破坏。为保护母亲河、守护群众公共利益，历
经两个多月的调查核实，刘新华和同事以拍照、录
像等方式固定易失证据，摸清了基本事实。办案
中，刘新华的车辆经常被人跟踪，还有匿名恐吓电
话不时打来，但刘新华毫不畏惧。最终，案件得以
顺利解决，并在2015年被评为全国检察机关第二届
民事行政检察精品案件，也是全省唯一获此殊荣的
案件，入选《全国民事行政检察精品案例选》。

10年的职业生涯中，刘新华践行着“向前一步
解决问题”理念，还办理了37户桑农环境污染损害
赔偿支持起诉案、6847万元国有土地出让金督促起
诉案、460余万元独生子女“两全”保险费退付案
等多起典型案件，挽回经济损失8467万元。

崔云霞：多赢共赢的女卫士

沂南县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科科长崔云霞
常说：“要想把案子办得漂亮，不仅要动脑，更得
要手快腿勤，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用心细心
加贴心。”她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2015年5月，70多岁的高成君因工钱拖欠来民行科上访。了解案
情后，崔云霞得知老人想打官司又怕负担不起诉讼费用，就迅速启动
支持起诉程序，出面联系法律援助部门，为老人聘请了律师，并向县
法院发出支持起诉书，帮助老人拿回了工资。

崔云霞制发的“纠正补齐孙兰昌等32名水利伤残遗属自2011年起
未能领取的另一半遗属补助费”检察建议，弥合了32个家庭的伤痛。
1962年，孙兰昌的丈夫王立法在修建水库时不幸被石头击中头部死
亡，作为伤残民工遗属，孙兰昌一直享受着水利伤残民工遗属补助。
后来，新下发的补助文件提高了遗属补助费金额、变更了承担部门，
但相关部门却遗漏了水利伤残遗属名单。为此，崔云霞发出检察建
议，相关部门一次性补齐了32名水利伤残遗属的补助费。

刘德力：群众身边的知心人

2014年以来，滨州市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处处长刘德力建立
的“德力工作室”，已逐渐成为了当地群众信赖的诉求倾诉处、矛盾
化解地和烦恼消除点。

一起十几年的信访积案正是在刘德力的努力下，得到圆满解决。
2014年10月，一位老上访户走进了“德力工作室”，老人因怀疑某县
法院审查的两起民事案件存在司法不公的问题，自2002年以来一直四
处信访。了解情况后，刘德力调取案件材料，并和案件相关人员取得
联系，详细了解案件办理情况。经认真审查，这两起案件并无明显不
当之处，问题的关键在于老人对办案机关存在怀疑。刘德力多次到老
人家中讲解法院判决理由，并一一为其解疑释惑。在了解其生活极其
困难后，刘德力又协调当地政府为老人办理低保手续。最终，老人主
动要求写下息访罢诉的保证书。

四年来，刘德力和他的工作室已接待来访群众千余人次，对来访
事项均予以妥善处理，收到当事人送来的锦旗20余面，擦亮了检察机
关的“对外窗口”。

□记者 周艳 报道
本报济南11月28日讯 今天，山东

省保障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
看”工作协调联络组通报了4起中央生
态环保督察“回头看”典型案例，这是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山东
以来，我省通报的第四批生态环境方面
问责典型案例。

淄博市临淄区鑫谱建工有限

公司违法堆放尾矿渣问题

群众反映淄博市临淄区金岭回族镇
披甲村附近大沟内存有大量矿渣。经
查，淄博鑫谱建工有限公司自2012年起
承包该处，非法用于存放、经营铁矿石
选矿尾渣，总计约20万方，该企业无相

关审批手续。金岭镇政府对该企业予以
取缔，临淄区政府已委托有资质的单位
对剩余矿渣进行风险评估，下一步将根
据评估结果开展科学处置。

经临淄区纪委监委研究，决定对金
岭回族镇副镇长边康进行通报，对金岭
回族镇披甲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边东谱进行诫勉。

东营市利津县陈庄镇

一养鸡场污染问题

群众反映东营市利津县陈庄镇索镇
村东侧的养鸡场粪便异味严重，污水外
排至沟内。经查，该养鸡户配备了粪污存
储设施，储粪池密闭不严，现场有少量鸡
粪用塑料布覆盖，养殖场东侧取土坑内

有少量污水。陈庄镇政府责成养殖户立
即对污水进行清理、对储粪池进行密闭。

经陈庄镇党委研究，决定对索镇村
党支部书记董建华进行诫勉，对索镇村
环保网格员郝建梅进行通报。

莱芜市钢城区一非法钢渣

处理厂污染环境问题

群众反映莱芜市钢城区里辛街道办
事处沙河小区南侧500米左右有一钢渣
处理厂，废钢渣违法倾倒在厂区北面的
河边。经查，该企业无相关审批手续，
为“散乱污”企业。钢渣堆存在里辛河
南，存在在江河最高水位线以下岸坡堆
放固体废弃物的违法问题。里辛街道办
事处已对该企业进行取缔，并责令企业

业主立即清理钢渣堆，消除环境污染。
经里辛街道党工委研究，决定对里

辛村党支部书记李克选、村委会主任李振
营进行通报，并责令作出书面检查；给予
里辛村企业办主任李绍国党内警告处分。

聊城市莘县一非法砂石料厂

污染环境问题

群众反映聊城市莘县莘亭办事处单
庙村西南角50米左右有一非法砂石料
厂，无环评手续，存在粉尘污染。经
查，该砂石料厂属于“散乱污”企业，
被清理后擅自恢复经营活动，现已彻底
清理完毕。

经莘亭街道党工委研究，决定对单
庙村党支部书记孙金川进行通报。

我省通报第四批中央生态环保督察

“回头看”典型案例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向我省转办第二十七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81件
□记者 周艳 报道
本报济南11月28日讯 今天，中央第三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向我省转办信访举报件181件（其中1
件涉及2市），累计转办4061件。本批转办的信访
举报件，涉及济南26件、青岛13件、淄博9件、枣
庄8件、东营5件、烟台15件、潍坊20件、济宁3
件、泰安8件、威海4件、日照3件、莱芜8件、临沂
38件、德州1件、聊城3件、滨州16件、菏泽1件。

本批转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环境问题330
个。其中，水污染问题63个、大气污染问题112
个、土壤污染问题30个、生态破坏问题26个、噪声
污染问题60个、辐射问题3个、其他问题36个。

本批转办的信访举报件中，中央第三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组重点关注的标“*”问题21件。

当日，上述信访举报件已全部交办各市。按照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的要求，信访举报件

的办理情况须在10天内反馈到督察组，整改和处理
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开。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信访举报件办理情况（第十八批）
□记者 周艳 报道
本报济南11月28日讯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转办第十八批信访举报件共计152件（来电

100件、来信52件）。截至11月28日，已办结127
件，正在办理25件。

办理情况：责令整改113家，立案处罚13家，

罚款金额94 . 15万元。对相关责任人员约谈2人，问
责2人。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专门值班电话：0531-67890299

专门邮政信箱：济南市第A1020邮政专用信箱

首届山东粮油产业博览会

在滨州举办

□记者 周艳 报道
本报讯 近日，副省长于国安到临沂、莱芜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组转办信访问题整改落实情况。
于国安一行先后来到临沂市罗庄区红日化工有限公司、兰山区义

堂镇板材企业，莱芜市高新区德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钢城区西红埠
岭村桂祥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场督导信访问题整改落实情
况。他强调，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是对我们树牢“四个
意识”、做到“两个维护”的现实检验，是对我省生态文明建设的强
力推动，是解决群众反映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效举措。各级各有关部门
要认真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高度的政治自觉，严肃认真对待
督察工作，全力以赴抓好问题整改；对督察组转办的信访问题，要不
讲任何条件，不搞任何遮掩，不打任何折扣，积极主动认领，逐条逐
项落实，绝不能表面整改、虚假整改、敷衍整改，确保问题彻底整改
到位。要注重举一反三，建立长效机制，不断提升全省生态文明建设
水平。

全力以赴抓好问题整改

我省纪念援外医疗50周年

□记者 赵丰 报道
本报济南11月28日讯 今天，淄博市

税务局致函本报，提出将加快推进相关业
务流程融合，推动全流程一体化企业注销
服务平台建设。

11月27日，大众日报头版刊发《企业
注销为何仍需“多头跑”》的报道，指出
了纳税人孙先生在淄博市张店区办理企业
注销业务“多头跑”的问题。对此，淄博
市税务局高度重视，立即要求张店区税务
局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张店区税务局第一
时间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专题研究办税服
务厅税务注销业务的办理问题。

来函说：经调查，此次纳税人孙先生
注销登记业务办理过程中，税务部门按照
《税务机关优化注销程序事项告知书》
（税总发〔2018〕149号）《全国税务机
关纳税服务规范》《办税指南》的要求进
行办理，但也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因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场所受限，
导致办税窗口数量少、职能不足。目前张
店区税务局有两个办税场所：区局办税服
务厅（位于新村西路）和张店区行政审批
服务中心设置的办税窗口。区局办税服务
厅已经实现依纳税人申请的业务受理、调
查核实、审批等全流程实体化办税服务。
但在张店区行政审批服务中心这样的外派
机构，分配给税务部门的办税窗口数量有
限，目前还无法派驻后台调查核实和审批
人员，导致需要调查核实的“一次办好”
事项落实不到位。

二是业务系统整合不到位。因工商部
门和税务部门使用不同的业务办理系统，
导致无法即时通过系统传递相关信息，清
税证明只能在每天凌晨集中推送一次，影
响注销业务办理效率，导致纳税人“多头
跑”。

三是现阶段还不具备全流程一体化企

业注销服务的客观条件。目前工商、税务
等部门业务流程整合、业务系统衔接还不
到位，导致全流程一体化企业注销服务无
法实现。

针对张店区税务局现阶段在落实“一
次办好”存在的不足之处，来函指出，将
通过进一步加强业务办理前后台衔接、增
强各部门配合协作、配合推动全流程一体
化企业注销服务平台建设等几方面措施进
行整改。

一是进一步加强业务办理前后台衔
接。积极协调区行政审批服务中心，争取
在服务中心设立专门清税帮办服务窗口，
专司一般注销业务的初步审核和内部流
转，尽快实现“窗口受理、内部流转、限
时办结、窗口出件”。2019年，新的张店
区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即将投入使用，张店
区税务局将派前台业务人员和后台管理人
员共同进驻，使业务前后台流转更加顺

畅，实现业务办理前后台有机整合。
二是加强各部门配合协作。针对目前

因工商、税务使用不同业务操作系统造成
清税证明不能当天传递的问题，张店区税
务局主动加强与工商部门协作，指定专人
负责清税证明人工传递，确保在行政审批
服务中心实现清税证明当天传递。

三是配合推动全流程一体化企业注销
服务平台。由张店区税务局积极向区委、
区政府汇报，配合区政府整合系统资源，
争取各相关部门的协作配合，加快推进全
流程一体化企业注销服务平台的建立。

此外，淄博市税务局表示：报道中指
出的企业注销难问题，虽然有诸多客观方
面的原因，但税务部门将进一步树立以纳
税人为中心的意识，真正为纳税人着想，
举一反三，剖析根源，认真整改。同时，
主动接受媒体监督，进一步完善“一次办
好”工作。

本报刊发《企业注销为何仍需“多头跑”》，涉及地方立即整改

加快业务流程整合 落实“一次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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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杜辉升 纪伟
本报通讯员 张文军

11月7日，日照开发区与山东聚力焊
接材料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协议，总投资11
亿元的军民两用高端焊接材料项目正式落
户日照开发区。该项目既能满足日照市重
点打造的先进钢铁制造基地“建链、强
链、补链”的要求，每年还消耗山钢、日
钢高端线材和板材20多万吨，同时又可为
日照开发区汽车整车及零部件、海工及高
端装备、先进制造业提供高端焊接材料，
项目建成后可年产军民两用高端焊接材料
30万吨。

今年前10个月，日照开发区新签约项
目48个，总投资额过10亿元的9个，是去
年同期的3倍。双招双引的成果已经直观
地体现在了经济增速上，相比去年，预计
全年的GDP增速可以达到10%。

多年来，汽车及零部件、浆纸印刷包
装、粮油食品加工三大产业一直是日照开
发区的支柱产业，主导产业太过单薄、产

业结构单一、缺乏新经济增长点，一度让
日照开发区的经济陷入低谷。年初，日照
开发区明晰了发展重点，将今年确定为招
商引资突破年、项目建设攻坚年和基础设
施提升年。日照开发区工委书记杜江涛
说：“出路只有一条，一手抓现有产业集
群发展，一手抓优质项目招引，优化经济
结构。”

“对于经济功能区来说，项目是支撑
发展的根本。”日照开发区经发局局长孟
凡帝告诉记者。今年以来，日照开发区针
对双招双引工作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激励督
查制度，目的就是要绷起“双招双引是发
展生命线”的弦。

“将双招双引的考核融入到工作的方
方面面，是今年督查考核工作的主线。”
该区督查考核局局长秦峰介绍。日照开发
区出台文件，划出各级领导干部招商时间
和任务上的硬杠杠，拓展委托招商、资本
招商等招引渠道。数据显示，今年前10个
月，日照开发区共外出招商466次，是去
年同期的2倍多；接待市外客商近700次，

为去年同期的3倍。密集的外出招商带来
了大量的招商引资线索，今年1-10月份，
日照开发区经发局共审批、核准、备案项
目99个，同比增长73 . 6%，计划总投资
301 . 62亿元，同比增长215 . 63%。

同时，作为日照市率先试水职员制改
革的“先行区”，该区将“双招双引”放
在了深化职员制改革的重要位置。该区鼓
励引导有能力、想干事、敢担当的干部到
招商一线工作，并在岗位、职级、薪酬、
待遇等方面进一步倾斜。对招商引资任
务、经济指标、项目推进、攻坚克难等情
况完成较好、考核靠前的部门单位干部，
加大绩效奖励，拉开收入分配差距，突出
重点工作专项督查考核、对重点事项推进
落实情况的专项督查，以激励和鞭策干部
担当作为、干事创业。

“由于我的岗位属于招商一线职员，
所以在完成同样绩效的情况下，我的绩效
奖金要比非招商一线的职员高出近两成。
同时 ,我们的工资总额也直接与区财政收
入、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等主要经济指标挂钩。”该区生物医药科
技产业园职员刘方鹏说。

多项激励政策之外，日照开发区还设
立了“蜗牛奖”，对推进工作不得力、履
职不到位、解决群众关切问题不及时的责
任单位和个人，颁发“蜗牛奖”，倒逼各
项工作提质增效。在“蜗牛奖”评选之
前，该区事先评定“蜗牛情形”，并设定
整改期限，若到期仍整改不到位，则授予
“蜗牛奖”。

政策激励带来了优异成绩。今年8
月，总投资超过150亿元的长城汽车项目
签约落地，让该区拥有了完整的汽车产业
链条，圆了整车梦。11月初，规划面积仅
为3 . 5平方公里的日照开发区生物医药科
技产业园内，在建拟建项目达到了9个，
这些生物医药项目亩均投资强度420万
元，全部达产后亩均产值预计710万元，
亩均利税200万元、税收70万元，每个项
目都是不折不扣的“亩产英雄”。双招双
引带来了经济发展的“质”“量”双增。

前10个月招引项目计划总投资增长215 . 63%，日照开发区———

“双招双引”翻倍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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