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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市住建局城建服务中心
积极创新工作开展模式，重点针对群
众业务办理的难点堵点，拓思路、出
真招、办实事、抓落实，扩容“互联
网+业务”，将服务端口延伸遍及全
链条，全力打造网络交易安全平台，
通过拓宽服务渠道、提升服务质量，
让信息“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
实现我市存量房买卖租赁流程再简
化、效率再提高、安全性再提升，打造
出了房地产业便民利企新模式。

服务端口延伸遍及全
链条，简化办事流程方便办
事群众

为解决群众在市政务服务中心
办事大厅统一办理业务时窗口少、排
队长、来回奔波的堵点问题，市住建
局城建服务中心逐步将存量房买卖
网签权限、房屋租赁合同备案受理权

限、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业务受理
权限开放至已备案的房地产中介
机构，办事群众只需到离家近的中
介机构提交相关资料即可办理业
务，真正实现了省心、省时、省力。

截至目前，该中心已经将以上
权限开放至98家房地产中介机构，

突破原本只有市政务服务中心办事
大厅1个网签窗口的局限，形成便民
服务点遍布市城区、靠近群众家门口
的新局面，既省去了群众到市政务服
务中心办事大厅统一办理来回路上
的奔波，也让群众省去了因办事窗口
少需排队等候的麻烦，真正方便了群
众办事，获得群众的一致好评。

自今年11月起，市住建局城建
服务中心又联合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将不动产登记业务受理权开放至房
地产中介机构，实现不动产交易登记
一站式服务，助力我市全面开启“交
易合同网签备案、不动产登记一体化
模式”新时代。

坚持宽放严管相结合，
构建“外网申请、内网审核”
安全模式

市住建局城建服务中心坚持宽

放严管相结合，在将相关权限放开至
房地产中介机构的同时，严格监管流
程，实行“录入在中介，审核在后台”的
工作模式，实现“外网申请、内网审
核”，确保相关信息安全无误。

该中心工作人员介绍，以存量房
买卖网签业务办理为例，群众到房地
产中介机构办理该项业务时，由房地
产中介机构负责录入上传交易要件，
保证全过程证据链条完整。系统将
对房地产中介机构提交的信息进行
自动对比审核，对比结果符合要求
的，系统自动审核通过；不相符的，转
至后台人工审核，由工作人员找出问
题所在，并及时通知补充材料。审核
通过后，即可打印网签备案合同。采
用“外网申请、内网审核”的安全模式，
全面保障了房屋买卖信息的安全真
实，保障了群众合法利益不受侵犯。

自主研发“滨州市房屋
买卖租赁交易平台”，完善
房地产中介机构信用档案

为保障房源信息的真实、准确，
市住建局城建服务中心自主研发了

“滨州市房屋买卖租赁交易平台”，平
台内所有挂牌的房源信息都通过产

权信息库进行信息核实，坚决杜绝不
合格房源流入市场。今年6月，“滨
州市房屋买卖租赁交易平台”又上线
了人脸识别、电子签名功能，成功打
破地区限制，有效解决了信息认证难
题。

为进一步完善房地产中介机构
信用档案，今年4月，该中心结合我
市实际起草并出台了《滨州市房地产
中介行业信用信息管理办法》，对房
地产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实行诚
信码动态管理，实现一企一码、一人
一码。

该中心工作人员介绍，房地产中
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诚信码为动
态码，扫码时实时关联大数据中的企
业工商信息、人员身份信息、房屋买
卖租赁交易平台业务信息(含好差评
评价信息)、行政处罚信息、市长热线
投诉信息、信用滨州红黑名单信息、
日常投诉信息等。根据企业或个人
的信用积分情况，诚信码会生成不同
背景颜色的反馈结果，并在房地产中
介机构备案证、从业人员上岗证上显
示，同时在网站公示，为构建以信用为
核心的新型房地产中介市场监管体制
提供了法律保障。

研发网络交易安全平台 扩容“互联网+业务”服务端口延伸遍及全链条

市住建局城建服务中心打造房地产业便民利企新模式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任斐 通讯员 李艳茹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李淑霞 通讯员 杨淑贞 报道）
11月23日，滨州职业学院健康
学院举行大学生服务中心助学
金发放仪式，对 10名家庭贫
困、品学兼优的优秀学子每人
发放3000元助学金。

据悉，滨州职业学院大学

生服务中心作为一家服务于在
校大学生的综合性经济体，在
自身发展壮大的同时，持续关
注贫困家庭学生的健康成
长。服务中心自2019年起设
立助学金，从经济上给予贫困
学子帮扶，帮助他们实现人生
梦想。

滨职大学生服务中心
资助10名困难学子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任斐 通讯员 王学银 李明 边双
军 报道）为确保冬季公厕正常
使用、高效运转，自11月17日
起，市城管局公用事业服务中
心启动冬季公厕防冻保暖工
作，为市主城区管辖范围内的
84座公厕进行防冻保暖，开启
公厕“保暖模式”。

市城管局公用事业服务中
心公厕管理科科长刘学刚介
绍，该中心近期对84座公厕的
设施进行了巡查摸排，对公厕
的管道、阀门井等设施用保暖

材料进行了保温，避免管道、水
表等设施冻裂；在大型公厕门
口铺设防滑脚垫，为84座公厕
配备了防滑毯，遇雨雪天气时
及时铺设在公厕门前，防止市
民滑倒；检修了公厕内的电热
板、地热膜，一旦需要立即开
启；为37座大型公厕安装了棉
门帘，做好保暖措施。下一步，
公厕管理人员、公厕保洁员将
进一步加强冬季公厕的养护管
理工作，遇到突发情况及时维
修处理，确保冬季公厕正常运
转。

市主城区84座公厕
配备防冻保暖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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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如何结合实
际创新党支部设置形
式？

规模较大、跨区域的农
民专业合作组织，专业市场、
商业街区、商务楼宇等，符合
条件的，应当成立党支部；正
式党员不足3人的单位，应
当按照地域相邻、行业相近、
规模适当、便于管理的原则，
成立联合党支部，联合党支
部覆盖单位一般不超过 5
个；为期6个月以上的工程、
工作项目等，符合条件的，应
当成立党支部；流动党员较
多，工作地或者居住地相对
固定集中，应当由流出地党
组织商流入地党组织，依托
园区、商会、行业协会、驻外
地办事机构等成立流动党员
党支部。（源自《中国共产党
支部工作条例〔试行〕》）

28.关于党支部
的工作机制是如何规
定的

党支部党员大会是党
支部的议事决策机构，由全
体党员参加，一般每季度召
开1次；党支部委员会是党
支部日常工作的领导机构，
一般每月召开1次会议，根
据需要可以随时召开，对党
支部重要工作进行讨论、作
出决定等；党员人数较多或
者党员工作地、居住地比较
分散的党支部，按照便于组
织开展活动原则，应当划分
若干党小组，党小组会一般
每月召开1次，组织党员参
加政治学习、谈心谈话、开
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源自
《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
〔试行〕》）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李诚 通
讯员 王同同 于洋 报道）“以前申请水
电气暖网安装需要分别跑5个地方、提
交5份材料，现在好了，只在网上填一

张申请表就全部搞定了，水电气暖网
联合报装的服务模式真是太方便了，
为我们节约了大量时间和成本。”日
前，滨州天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龙
禧锦园项目负责人高兴地说。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贯彻落实
山东省政务服务“双全双百”工程决
策部署，近日，滨城区供电公司在全
市探索开展联合报装业务。在了解
到滨州天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龙
禧锦园项目需要办理报装业务时，滨
城区供电公司联合各相关单位，提前

派出人员介入指导，并协同相关部门
全面推行综合受理、并联审批模式，
全面压缩水电气暖网外线接入工程
审批时限和现场勘验时限，缩短报装
环节80%，最大限度提升企业办事便
捷度，助推项目早开工早收益，获得
企业负责人点赞。

今年以来，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
境，滨城区供电公司不断深化“阳光
业扩”服务新模式，推进政务信息共
享共用，全面推行“一窗受理”，实现
各审批部门线上“全部并联”、报装流

程“一链办理”，变“被动”为“主动”，
变“多次跑”为“零跑腿”，变“多头申
报”为“无需申报”，进一步压缩了时
限、降低了成本，减少了环节、简化了
审批。

下一步，滨城区供电公司将不断
深化联合报装新模式，优化服务流
程、提升服务水平，努力探索学习水
电气暖联合报装的先进经验，提高企
业报批效率，助力打造营商环境新高
地。

滨城区供电公司开展联合报装业务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清
春 通讯员 张弘 报道）11月26日，
中国滨州市——乌克兰克里沃罗格
市青少年视频交流会举行。

据介绍，该活动是我市举办的
首次线上青少年国际交流活动。现
场，滨州实验学校南校区与克里沃
罗格市130中学的孩子们进行了热
烈友好的互动交流，之后双方学校
在线签约，建立友好学校关系。

以此次视频交流为契机，两所
学校的30对孩子还将结为青年伙
伴关系，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两所
学校在线签署建立友好学校协议书
后，正式开启了两市教育合作的新
篇章。双方希望在协议框架下，建

立交流互动机制，开展实质性学习
活动，共同推进多层次、全方位合
作，实现互利共赢。

据悉，目前我市已经与178个
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合作关系，
639家企业与“一带一路”、RCEP沿
线国家和地区有经贸往来。克里沃
罗格地处因古列茨河和萨克萨甘河
汇合处，城市建于1775年，19世纪
80年代随铁矿开采而兴起。去年4
月，滨州市与克里沃罗格市举行了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经验分享会，将
滨州战疫理念、办法分享到乌克兰，
取得了圆满成功。一年多来，两地
在教育、文化等领域开展了多次友
好交流。

滨州连线乌克兰 30对学生在线跨国交流
中国滨州市——乌克兰克里沃罗格市青少年视频交流会举行，滨州实验学校南校区

与克里沃罗格市130中学在线签署建立友好学校协议书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王健 通讯员 杜一昕 报道）为
切实做好关心关爱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工作，履行好工会维权
服务基本职责，11月26日，市
总工会举行了全市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暖心“八大行动”启动暨
市物流行业“1+3”集体合同现
场签约仪式。

启动仪式上，介绍了市总
工会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
各项工作开展情况，学习了《山
东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
并为物流、快递行业职工代表
发放了工会暖心大礼包。

据介绍，按照全总、省总的
统一部署，市总工会将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作为
当前全市工会工作的重点来
抓，列支专项经费100万元，将
通过开展专题调研、主题教育、
职工疗休养、走访慰问、建档帮
扶、心理关爱、法治体检、评先
树优等“八大行动”，全力保障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务求
取得良好成效。

签约仪式上，市物流行业
现场签署“1+3”集体合同。本
次签约共包含企业128家，涉
及职工2300余人。

市总工会启动“八大行动”
关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樊飞 通讯员 王宁宁 张娜 报
道）11月25日，沾化区冯家镇
西堼村村民李大爷的家中不幸
发生火灾，大火烧毁了房屋和
李大爷省吃俭用攒下的现金。
之后，李大爷通过爱心人士求
助到金融机构。了解情况后，
由人民银行沾化支行带队，滨
州农商银行沾化管辖行主要负
责人及农商银行冯家支行工作
人员立即携带残损币鉴别仪等
专业设备，赶赴李大爷家中进
行现场办公和兑换。

为最大限度挽回李大爷的
损失，滨州农商银行冯家支行
员工在人行鉴定专家的指导下

对火烧币逐一进行清点。现
场，手套、镊子、残缺污损人民
币兑换仪等设备齐上阵。由于
被烧毁的纸币碳化严重，该行
员工用镊子、手指进行分离，经
过识别，共鉴定清点人民币
15000元。

在完成清点、分类、登记、
封包等一系列环节后，工作人
员现场进行了确认兑换。当滨
州农商银行冯家支行的员工将
兑换的新币交到李大爷手中的
时候，老人激动地说：“没想到
还能换回这么多钱，农商银行
真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好单位，
感谢人行、滨州农商银行，谢谢
大家了！”

滨州农商银行上门兑换
“火烧币”暖了老人心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李淑
霞 通讯员 孔德芳 报道）11月23日，
记者从在博兴县举办的淄博·滨州协
作帮扶“微心愿”发放暨“大姐工坊”
捐赠仪式上获悉，今年淄博市妇联和
淄博市乡村振兴局加大帮扶力度，投
入30万元，支持滨州妇女居家创业
就业，全力帮助暂处困境的妇女姐妹
提高生活质量。

淄博与滨州地缘相接、人缘相
亲，在历史上有着很深的渊源。自
2016年以来，淄博市妇联与滨州市

妇联围绕协作帮扶工作要求，多次沟
通对接，通过召开座谈会、举办扶贫
培训、提供资金扶持等形式，协调推
进扶贫协作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今年，淄博市妇联从我市妇女实
际需求出发，精准施策，继续开展“点
亮微心愿·巾帼暖心行”活动，帮助
500名妇女姐妹实现价值200元的

“微心愿”（包括米面粮油、家纺床品、
厨房用具等），解决实际生活困难；创
新实施乡村振兴巾帼行动“大姐工
坊”帮扶项目，为20个乡村振兴“大

姐工坊”分别提供帮扶资金1万元，
用于项目宣传推介，提升从业人员素
质能力培训。

据悉，这20个“大姐工坊”由我
市县乡妇联筛选推荐，经市妇联实地
考察确定，均为在当地辐射带动妇女
创业就业作用明显、效果显著，为推
进乡村产业振兴作出贡献的“妇字
号”小微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
场、生产加工服务点、乡村旅游业经
营户等，涉及家纺缝纫、手工编织、服
装加工、食品加工、种植养殖等行业。

下一步，我市各级妇联组织将把
协作帮扶作为深化乡村振兴巾帼行
动的重要合作平台，继续与淄博市加
强学习交流，在协作中加强合作，不
断开创妇女工作新局面。同时督促、
指导各“大姐工坊”继续发挥示范带
动作用，严格、合理用好帮扶资金，从
而带动周边更多妇女实现居家创业
就业。

捐赠仪式后，与会人员到部分受
帮扶的“大姐工坊”、低保户家中调
研、走访。

2021年淄博·滨州协作帮扶“微心愿”发放暨“大姐工坊”捐赠仪式举行

助圆500名妇女“微心愿”帮扶20个“大姐工坊”

为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
更好地体现公立医院公益性，近
日，滨州市中心医院外科第一团支
部走进惠民县皂户李镇张尹村，开
展了以“义诊促健康 服务暖人心”
为主题的义诊活动。

活动中，共计发放健康教育宣
传单 11 种、200 余份；免费测量血
压、血糖、超声检查、心电检查 100
余人；接受咨询诊疗 200 余人次。
通过开展此次活动，有效强化了村
民的卫生健康意识。（滨州日报/滨
州网通讯员 王丙强 王迅 摄影）

义诊促健康
服务暖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