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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日，市人大常委会组织住滨全国、省人大代表和部
分市人大代表进行集中视察活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立勇、
副市长穆杰参加活动。

●11月24日，省会经济圈住房公积金工作第二次联席会议
在滨召开。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周善东出席会议。

●11月25日，全省住房公积金行业加强基层基础工作现场
会在滨召开。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周善东、副市长郝吉虎
出席会议。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康
曌 通讯员 盖嵘嵘 报道）“服务行不
行，点一下就能评价，太方便了！”
近日，市民李先生在滨城区车管所
办完业务后，通过评警软件为工作
人员点了一个“大拇指”。

评警软件页面有工作人员信
息、岗位信息、工号、服务标语、党
建品牌宣传图片等内容。群众办理
完业务后，评警系统会在PAD屏幕
上显示“赞”（大拇手指）和“哭脸”，
办事群众可根据窗口工作人员工
作效率、文明用语、服务态度等进
行综合评价。如果办事群众选择

“哭脸”，所长和责任民警会在第一
时间收到不满意信息，信息内容包
括群众姓名、手机号、在哪个窗口
办理业务、工作人员姓名等信息，
所长和责任民警会第一时间介入
处理。

为贯彻落实“放管服”改革
措施，全市公安车管部门以政法
队伍教育整顿为抓手，聚焦为群
众办实事解难题，全面推行车驾
管预约办、就近办、优先办、网
上办、快捷办“五办”服务，提
升公安车管服务制度化、便利化
和规范化水平，进一步增强人民
群众满意度、获得感。

预约办，让群众不跑空
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滨州

车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业务
办理—车管智能导服”，首页有取
消预约、提档、抵押、解押四项热门
业务，可直接点击进入，也可选择
其他业务种类，就近选择办理网点
进行预约，按照系统提示准备资
料，根据系统提供的时间段和自身
情况预约办理时间。

这是市车管部门研发的滨州
车管智能导服系统，对接城区车管
所多项车驾管业务，为群众提供办
事指南、网点情况、位置导航、窗口
忙闲指数、在线预约、电话咨询等
服务，月平均访问量约3300人次。

“平时太忙，之前去办业务一
看队伍很长就头疼，走也不是，留
也不是。”自己做生意的王女士感
慨很深，“自从用了这个系统，再也
没有排过长队，省时省力。”

就近办，让群众少跑路
全市公安车管部门通过权限

下放，推行“就近办”，搭建起“1+
10+N”机动车快捷代办服务体系，
即1个市级车管所、10个县市区车
管所和N个服务点。

我市车管部门先后在二手车
交易市场、4S店等社会服务机构开
办服务站44家、警医邮合作网点
20处、4S店临牌业务代办点34家、
检测线83家，全市22家医疗机构

开展机动车驾驶人体检业务，构建
了全域一体化车驾管服务体系。

驾驶人安全文明考试全部下
放至县市区，实现当场领证；邹平、
无棣、惠民、博兴“一南一北”“一东
一西”四个县市实现全科目考试，
并同步增设机动车号牌制作点，实
现当场领牌。在电动自行车挂牌方
面，选择规模较大、信誉良好的386
家销售企业作为代办点开展电动
自行车“带牌销售”服务，方便新国
标电动自行车就近挂牌。

优先办，让群众更安心
“拿着身份证，民警就替我把

业务办了。”11月15日，在惠民县
车管所，67岁的孙大爷办完车辆过
户业务后高兴地说。

我市车管部门细化和延伸服
务触角，推行“优先办”，在车驾管
服务窗口设立绿色通道，为老、弱、
病、残、孕、军和高层次人才等特殊
群体提供优先办理业务，现场咨
询、指引等便利化服务和免费帮办
代办业务。此外，这一特殊群体参
加机动车驾驶人考试时，在预约考
试当天的同一场次考试中，持相关
证件提前向考场民警提出优先考
试申请，可优先安排考试。

网上办，让群众更省心
“常年在外跑运输，一旦违章

了，之前都必须去交警队处理。现
在缴纳违章罚款，手机上点一点就

办完了。”近日，跑长途的赵先生通过
“交管12123”缴纳了一笔违章罚款。

市车管部门强化网办中心职
能，以“交管12123”为载体，深入推
广车驾管业务“网上办”。截至目
前，互联网注册量达115万人，办理
车驾管业务260万笔，互联网选号
8.4万笔，变更联系方式33.3万笔，
申领电子驾驶证16万笔。

快捷办，让群众更省时
“你好，请问补领机动车号牌

业务怎么办理？”11月10日，在滨
城区车管所服务大厅，市民张女士
饶有兴趣地问智能机器人。随后，
她就在机器人机身屏幕上看到了
业务办理流程。

据介绍，这台机器人相当于一台
自助业务处理机，可通过语音命令和
触摸屏点击两种方式受理机动车业
务、驾驶证业务、交通违法处理业务，
例如机动车所有人联系方式变更、驾
驶证期满换证业务受理等。通过配备
内容最全、信息最新的车驾业务知
识库，机器人可回答75项车驾管业
务信息和相关问题。与叫号系统和评
警系统对接，当窗口发生不满意警
评的时候，机器人会自主运行到该
窗口，与办理群众进行初步交流，
为工作人员介入提供缓冲时间。

此外，市车管部门推广交车待
检交钥匙“快捷办”，同时车管服务
大厅设立自助业务区，由专职导办
员引导群众自助“快捷办”。

预约办 就近办 优先办 网上办 快捷办

我市车管部门“五办服务”让群众更满意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葛
肇敏 通讯员 宋金泽 邵爱军 报道）
今年市政府工作报告把“提高困难
群众兜底保障水平”列入“12156”
民生实事，要求困难群众救助保障
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提高，进
一步兜住、兜牢、兜好民生底线。为
此，我市多部门积极开展“情进万
家”行动，为老弱病残生活困难群
体提供悉心帮扶，不断增强全市困
难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今年已完成6处敬老
院升级改造，大幅提升特
困老年人供养水平

“进了屋格外亮堂，床也好睡
了，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滨城区
滨北街道中心敬老院的刘桂兰老
人说。滨北街道中心敬老院在既有
基础上，将房间内墙重新粉刷布
置，每间房屋供两位老人使用，房
间内配备了崭新的沙发、衣橱、床
头柜等家具，设施齐全。普通床位
全部更换为可以升降的护理床位，
方便了老人用餐，两侧的护栏有效
保障老人的安全。看着干净整洁、
焕然一新的房间，老人们都非常开
心。

养老是重要的民生工程。近年
来，我市不断加大投资力度，改造
提升敬老院设施条件，做好特困人
员的供养服务工作，让老人晚年生
活更安心更舒心。在秦皇台乡敬老
院广场上，老人们聚在一起，在护
理人员的带领下跳起了广场舞，音
乐很欢快，老人们也格外精神。78
岁的高树贞老人说：“在这挺好，每
天出来跳舞，锻炼身体，越跳越有
劲。”丰富多彩的活动愉悦了老人
们的身心，焕然一新的设施、优质
专业的服务让老人们住得更加舒

心。自敬老院提升改造工作开展以
来，入住老人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
改善。

今年以来，市民政部门采取多
项措施，积极推进敬老院提升改造
工作，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提升养
老服务质量，全力推动养老服务体
系建设，着力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截至目前，全市已改造提升6
处农村敬老院，新增护理型床位
2150张，对老旧敬老院设施设备进
行了适老化改造，特困老年人供养
水平大幅提升。”市民政局养老服
务科一位工作人员说。

提高困难群众救助保
障水平，多项救助保障标
准迈入全省第一方阵

今年46岁的王洪波是滨城区
杜店街道平方王村人，长年在外打
工。妻子徐志燕患有帕金森综合
征，失去劳动能力。两个女儿均患
有先天性脑瘫，家庭困窘不堪。
2015年3月，市民政部门将王洪波
的大女儿纳入低保，2019年2月将
其他三人纳入低保。2020年5月，
两个女儿被认定为困境儿童，每人
每月可领取困境儿童救助金1078
元。“现在我们一家四口每月能领
到各类补贴3150元。感谢党委政府
对我们一家的关怀，以前无助的时
候，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家怎么撑下
去。”面对记者，王洪波声音中带着
哽咽。

今年9月21日，市民政局、市
财政局联合印发《关于提高困难群
众救助保障水平的通知》，自10月
1日起，城乡低保标准分别提高到
每人每月866元、667元；城乡特困
人员基本生活标准分别提高到每
人每月1200元、900元；社会散居

孤儿、机构养育孤儿、重点困境儿
童基本生活费标准分别提高到每
人每月1650元、2000元、1320元。
上述救助保障标准，均列全省前五
位，进入全省第一方阵。

同时，我市扎实开展农村低保
专项治理巩固提升行动，部署开展
低保公开公示专项治理，要求健全
和完善低保公示制度，通过多种方
式长期公示低保信息。截至目前，
各县（市、区）通过网站，乡镇、街道
通过公示栏、电子屏，村居、社区通
过低保公示栏，对低保对象信息进
行公示，确保了低保工作公开透
明。

全市临时救助备用金
总规模达1241万元，充分
发挥了“第一时间”救助作
用

今年，市民政部门对因遭遇突
发事件造成基本生活困难的家庭
提供一次性临时救助，通过进一步
完善24小时先行救助制度，明确对
3000元以下的小额临时救助由乡
镇审批，大额临时救助由县级民政
部门审批，充分发挥临时救助备用
金“第一时间”救助的时效性作用。

目前，全市90个乡镇、街道全
部设立5-30万元不等的临时救助
备用金，全市资金总规模达到1241
万元。在此基础上，探索建立了动
态监测机制，对低收入人口摸底排
查，实现主动发现、主动救助。截至
目前，临时救助累计支出资金778
万元，共救助3799人次，人均救助
金额为2046元。

此外，我市开发的“e家大救
助”信息平台实现“一证（身份证）
申请”“一网通办”，汇集低保、特

困、残疾人、医疗报销等数据580余
万条，共享户籍、车辆、保险、公积
金等17类数据，运行低保、特困、孤
儿等40多个救助项目，实现了社会
救助制度一体化运行。截至目前，

“e家大救助”信息平台共受理救助
事项5.1万件，完成信息核对27万
人次，取得了良好的救助效益。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完善
社会救助政策制度，推动社会救助
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完善低保、
特困救助制度，优化救助程序，细
化认定条件，把好救助入口关，精
准识别、及时识别，精准救助、及时
救助，应保尽保、不落一人。”市民
政局社会救助科科长张瑞说。

>>>专家点评

市委党校（滨州行政学院）法
学教研室主任、副教授韩淑华：

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就要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最广
大人民根本利益放在心上，坚定不
移增进民生福祉。民生稳，人心就
稳，社会就稳，越是面对困难挑战，
越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紧紧抓在
手上，切实兜牢民生底线。

今年我市开展“情进万家”行
动，是一项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温情
之举。只有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的
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兜底保障水平
和民政服务质量，让群众感受到党
和政府的温暖，增进人民群众福
祉，政策才有含金量，才能为百姓
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实惠，才契合

“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初心。只有让
群众尝到每一项惠民政策的“甜
头”，我们的政策才能行稳致远，我
们的发展才能进而有为。

我市深入开展“情进万家”行动
为老弱病残、生活困难群体提供暖心帮扶，兜住兜牢兜好民生底线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罗
军 通讯员 夏华玲 报道）11月25
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晓娟
主持召开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
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第六次（扩
大）会议。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
治思想，传达学习全省法治宣传教

育工作会议精神，安排部署我市法
治宣传教育工作会议、“12·4”国
家宪法日系列宣传活动、开展国家
机关“谁执法谁普法”履职评议活
动等相关活动及下一步全市守法
普法重点工作。我市将全面启动
实施“八五”普法工作，为法治滨州
富强滨州建设营造良好法治氛围。

（上接第一版）
在北海，产教融合跑出了加

速度。该区加快创新引领，充分
发挥以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姜森
领衔的C3C4综合利用、国家“万
人计划”专家程钰领衔的赤泥综
合利用、教育部“长江学者”雷志
刚领衔的超净高纯电子溶剂、省

“泰山产业领军人才”陈锚、张东
领衔的海洋渔业优良育种为代表

的高精尖人才领衔的“四平台·六
团队”研发链、产业链、资源链作
用，建立了水木滨华离岸孵化基
地、裕能化工产业研发中心、滨州
学院人才培养基地、河北工业大
学实践基地，与中国水产科学研
究院结成战略合作关系，逐步构
建起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
政府搭平台、产学研深度融合的
科创体系。

港口铁路“两翼”齐飞，助力北海快速发展

相比于全市其他县市区，北
海经济开发区区位优势突出，身
处港口腹地，泊港铁路二期今年
开通运营，这对北海快速发展为
滨州新的经济增长极而言，港口
和铁路如同“两翼”，将助力北海
经济振翅而飞。

随着口岸开放的实现和港区
项目建设的积极推进，山东港口
滨州港将由单一的干散货作业模
式向干散货、油品、LPG等综合性
作业模式转变，对腹地企业的服
务能力实现质的提升，港口自身
盈利能力、抗风险能力也将得到
极大改善。目前，海港港区6#、7#
泊位主要建设2个5万吨液体化
工泊位，主体工程已基本完工。
8#、9#泊位工程作为全市“83”工
程重点项目，正在争取入列全省
重点项目。目前，项目立项、安
评、环评等重要手续全部办理完

成，预计年底完成全部桩基工程。
泊港铁路已于9月8日开通

运营。铁路建成运营是基于滨州
市实现大宗货物运输“公转铁”，
降低沿线企业物流成本迫切需
要，对促进滨州港集疏运能力提
升及加快北部沿线区域开发建设
具有重要意义。在北海经济开发
区东风港站，记者获悉，11月 5
日，该站迎来集装箱专列，11月18
日，第一批1008吨氧化铝发往新
疆淮东北站。为支持“公转铁”

“公转水”运输，11月初，北海经济
开发区党政办印发了《“多式联
运”补贴资金管理使用办法》，为
滨港铁路货运提升提供了政策支
持，也为区域内魏桥汇宏、埕口盐
化、汇泰集团等企业开辟运输途
径，降低运输成本，增加产品竞争
力提供了有利条件。

高质量发展的后劲更加强劲有力

通过观摩13个大项目、好项
目，与会人员群情振奋，对北海发
展充满信心。在24日下午举行的
全区重点项目现场观摩会集中会
议上，张月波进一步激励广大党
员干部：只要大家有这样一股敢
于担当、勇于干事、乐于奉献的精
气神，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
没有实现不了的目标，就没有完
成不了的任务。

一大批优质项目签约落地、
开工建设，使北海呈现出生机勃
勃、加快发展的喜人景象，高质量
发展的后劲更加强劲有力。

今年以来，总投资10亿元的
液氢基地、20亿元的纤维素醚、法
国圣戈班等一批好项目相继签约
落地北海。1-10月份，新签约新
立项项目12个，实现市外到位资
金47.49 亿元，增长 44.65%。项
目建设提速提效，22个省市区重
点项目完成年度目标的119.9%。
载元裕能等3个项目试产运行，特
别是年产16.9万吨电子化学品技

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产品
填补国内空白，实现“卡脖子”突
破；碳三碳四综合利用项目PDH
装置年底前可实现中交，30万吨/
年环氧丙烷（联产78万吨/年叔丁
醇）装置，是国内第一套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 PO/TBA 工业化技
术、全球第三家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工业化装置，达到世界领先
水平，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实现营
业收入118亿元、利税32.3亿元；
渤中19-6凝析气田项目完成选
址，正加快推进前期手续；谋划的
总投资200亿元的凝析油综合利
用项目、总投资127亿元的凝析气
综合利用项目已完成可研报告编
制和工艺路线设计，年底前有望
达到开工条件。

岁末逼近，北海经济开发区
与会党员干部一致表示，抢抓今
年剩下的时间，持续加力，用心用
情，苦干实干，强化措施，狠抓落
实，全面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坚决
打赢“保二争一”收官战。

大观摩助力打赢
“保二争一”收官战

我市将全面启动
“八五”普法工作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
青博 通讯员 刘健 报道）11月25
日，公安部第三研究所、市行政审
批服务局、滨州一点通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电子印章应用联合实
验室”启动仪式在滨州中海酒店
举行。公安部第三研究所所长黄
胜华；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市
行政审批服务局党组书记张宝亮

出席并致辞。
下一步，我市将与公安部第

三研究所推进电子印章在政务服
务更多场景、更多事项落地应用，
同时创新思路积极探索，为全省
乃至全国“全程网办”改革提供滨
州经验。

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赵永生
出席活动。

公安部第三研究所电子印章
应用联合实验室在滨落户

今年秋季开学以来，滨州市
各学校积极落实“双减”政策，结
合学生的兴趣爱好，以“琴棋书
画诵 体艺探思创”为主要内容，
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特色
课程，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促
进全面发展。图为滨城区清怡
小学学生在音乐课上练习大合
唱。（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初宝瑞 摄影）

特色课程助力特色课程助力““双减双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