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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沾化讯（通
讯员 李宏刚 王亚男 报道）为加
快推进基层便民服务能力建设，
提升服务群众水平，2021年以
来，沾化区以就近办、自助办、帮
办代办为抓手，全面打通服务群
众“最后一公里”。

加强“六有一能”，实现一般
事项“就近办”。以“六有一能”为
基本要求，建成高标准的便民服
务站，高标准配齐工作人员，服务
流程更加规范，服务质效明显提
升。2021年以来，全区共办理
村、社区业务9812件，探索打造
了“10分钟便民服务圈”，让群众
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民服务。

推行网办服务，实现高频事
项“自助办”。该区积极推广使
用“爱山东”App，提升在线申
报、评价率。同时，利用自助终
端推进高频事项办理，目前利用
自助设备可查询办理商事登记、
人社、税务等高频政务服务事
项。2021年以来，全区通过自助
设备共办理业务2148件。

强化管理运行，全面开展“帮
办代办”。沾化区全面开展“帮办
代办”，实行咨询告知、授权委托、
帮办代办、协调处理、跟踪反馈、评
价归档“六步法”帮办代办流程，实
现帮办代办规范化。2021年以来，
全区共帮办代办事务19732件。

就近办+自助办+帮办代办

沾化加快推进基层便民
服务能力建设有实招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清春 通讯员 于倩倩 报道）近
日，第二届山东省红色旅游“五
好讲解员”大赛在济南举行。最
终，代表滨州市文旅局参赛的滨
州市博物馆讲解员霍怡帆脱颖
而出，获得山东省红色旅游“五

好讲解员”荣誉称号。
本次比赛由山东省文化和旅

游厅主办，参赛选手由各市和厅直
属单位组织推荐。经过知识考核、
主题培训、交流讨论、正式比赛等
环节的激烈角逐，最终评选出18
名山东省红色旅游“五好讲解员”。

第二届山东省红色旅游“五好讲解员”
大赛在济南举行

市博物馆讲解员霍怡帆
获评“五好讲解员”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荆
常忠 通讯员 王学强 报道）近日，
省残联下发《关于 2021 年度山东
省残疾人工作优秀创新项目(案例)
的通报》和《关于2021年山东省残
疾人工作优秀研究课题的通报》，
评选出全省残疾人工作优秀创新
项目（案例）20个、优秀研究课题6
个。

我市共有2个创新案例——《坚
持重心下移整合资源，打通农村残

疾人培训、就业“最后一公里”》《数
字赋能 开启残疾人灵活就业新模
式》及1个参与课题——《残疾人就
业培训与就业实现研究》榜上有名，
市级获奖总数居全省第一。

为进一步加强残疾人理论研究
和工作创新，2021年，省残联在全
省开展了残疾人事业发展创新工
作项目（案例）和残疾人研究课题
征集活动。各级残联组织、有关残
疾人社会组织和机构共报送创新项

目（案例）108个、研究课题16个。
经省残联和山东齐鲁残疾人事业
发展研究院评审，最终确定 20个
优秀创新项目（案例）和6个优秀研
究课题。

近年来，滨州市残联创新工作
思路，积极探索残疾人就业培训新
模式，立足基层特色产业，启动实施
县乡全域残疾人技能培训，征集遴
选“订单式”、“培训+居家就业”、特
色种植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20余

个，建立残疾人培训项目库，先后举
办绳网吊篮实用技术、中草药（艾
草）种植加工、酵素豆芽、轮椅售彩、
网络直播等残疾人专项培训班，打
造了“培训即就业、就业即增收、增
收再提升”的“闭环式”技能培训模
式，实现了“培训就业增收一体
化”。2021年4月，滨州市残联被省
委、省政府表彰为“山东省就业创业
工作先进集体”，成为省残联唯一推
荐表彰的残联机关。

山东省残疾人工作优秀创新项目(案例)和优秀研究课题出炉

滨州2个创新案例和1个参与课题上榜
市级获奖总数居全省第一

随着国家对职业教育越来越重
视，职教高考逐渐被学生家长普遍
认可，因此，传统中职院校里一毕业
就去企业顶岗实习的学生大幅减
少。但是在阳信县职业中专，机械
加工技术专业学生一毕业就到企业
顶岗实习的人数却稳中有升。而
这，得益于学校不断拓宽校企合作
领域，为毕业生就业打通了绿色通
道。

近年来，阳信职专机械加工技
术专业部先后与青岛丰光精密有限
责任公司、青岛海通车桥有限公司、
柳州五菱有限责任公司、上汽通用
五菱有限责任公司等多家机械企业
签订了顶岗实习协议，并通过推行

“八步一环，五维监测，能力进阶”的
中高职衔接顶岗实习模式，形成了
专业与企业共同管理、共同指导、共
同评价的运作机制。对于该专业的
定岗实习学生，企业满意度均在

97%以上。
自2015年推行中高职衔接顶

岗实习模式以来，阳信县职专依托
顶岗实习教学智能管控平台，对学
生顶岗实习过程进行“七对接”，实
现了对顶岗实习学生的全方位、全
过程实时监管。“七对接”，即对接
《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和学
校实习管理制度，将实习组织、实习
管理、实习考核、实习安全等全部纳
入顶岗实习教学智能管控平台建
设，实现了制度的信息化管理和落
实；对接《职业学校专业（类）顶岗实
习标准》和学校各专业实习标准，实
现专业实习标准信息化管理和使
用；对接实习企业资质，师生在实习
前可对实习企业资质和条件进行审
查，为实习单位遴选提供准确、可靠
的依据，提升实习企业遴选的效率
和质量；对接实习过程管理，将实习
教学和管理全过程纳入顶岗实习教

学智能管控平台，包括实习计划的
发布、指导教师和学生的安排、实习
企业遴选、实习协议签订、实习申请
手续的提交、实习两级审批、学生考
勤、学生日常报告撰写、教师实时批
阅报告、对学生日常指导交流记录、
实习成绩的评定与管理、实习材料
归档、各院系及教师工作的统计评
价等功能模块，促进了实习工作的
全过程动态化精细化管理；对接实
习安全管理，实现考勤、统计、提醒
和遇险报警等工作的信息化；对接
招聘就业，搭建实习与就业的桥梁，
为学生实习就业提供一条龙服务；
对接院系、专业、教师和学生，实时
地对四个对象的实习工作状态进行
统计、分析和评价，为教学工作的诊
断与改进提供依据和抓手。

在此基础上，阳信职专积极推
荐参加过技能大赛的学生免试进入
高职大学深造，毕业后顶岗实习成

为企业技术骨干。该校以技能大赛
为抓手，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以赛
促练，同时注重引导学生德技双
修。近6年来，阳信职专机械加工技
术专业累计获山东省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省级一等奖2个、二等奖3个、
三等奖8个，累计在省赛中获奖学生
24人。经过大赛的洗礼，学生逐渐
养成了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工匠
精神，获奖学生均通过高技能人才
面试进入大学深造。其中，学生聂
文豪参加高职组国赛数控维修项目
拿到一等奖，于2021年3月被中国
工程物理研究院免试录用；学生刘
志国毕业后到潍坊豪迈集团精工项
目部工作，成为车铣复合加工技术
骨干；学生刘诚志毕业后到济南中
昊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工作，成为
数控铣加工技术骨干；学生管连龙
在山东世纪安泰真空设备有限公司
工作，已成为数控车加工技术骨干。

阳信职专深化校企合作 顶岗实习夯实学生就业路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王小英 刘宗顺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任斐
通讯员 张镇 张海玉 报道）为进一步
抓好房地产市场源头治理，有效防
止房地产行业乱象损害群众利益，
2021年11月，市住建局城建服务中
心在全省率先建成房地产业综合信
息化管理平台，正式开启我市“智慧
房管”新模式。

“房地产业综合信息化管理平
台涵盖房地产业务数字化信息平
台、从业主体诚信管理平台、市场大
数据分析平台等多个子系统，真正

实现了以图管房、以图管档、大数据
分析等功能。”市住建局城建服务中
心工作人员介绍，借助该平台，可以
在线上通过房产地图、楼盘表，开展
房屋面积审核备案、房屋网签备案、
预售资金监管、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缴存等业务，做到业务信息数字化、
图表化、智能化。

“我市城区的新建商品房项目、
既有物业小区、老旧小区、房屋中介
企业等信息，都可以通过该平台在
GIS地图上进行标注，实现房地产
业务一张图。”市住建局城建服务
中心工作人员说，利用电子签章、
电子签名、人脸识别技术和移动端
小程序等技术手段，该平台还实现
了新建商品房、存量房、房屋租赁
网签业务等线上自助办理，使群众
不用再到现场办理以上涉房业务，

真正实现“零跑腿”，最大程度地方
便了办事群众，让办事群众省力又
省心。

通过从业主体诚信管理平台这
一子系统，房地产业综合信息化管
理平台能够依据市住建局出台的信
用信息管理办法以及其他各类监管
信息，对房地产相关企业和从业人
员的行为进行评分，并生成企业和
从业人员诚信码，实现对企业和从
业人员的动态监管。“诚信码共有4
种颜色，代表优良、合格、风险、暂停
服务四类企业。”工作人员说，诚信
码在企业备案证书及市城建服务中
心的官网上公示，群众可以通过扫
码查询企业的诚信状态，选择信用
等级较高的企业和人员服务，避免
选择到黑中介、诚信等级较差的企
业，此举有利于进一步规范房地产

市场秩序。
不仅如此，通过市场大数据分

析平台这一子系统，房地产业综合
信息化管理平台还能够抓取全面准
确的房产业务信息，实现对房地产
市场的预警预报，为政府及时反应、
稳控市场提供数据支持；此外还能
及时规范房屋销售行为，为房地产
企业和购房群众提供综合房产信息
服务。

下一步，市住建局城建服务中
心将进一步整合升级资源、完善平
台，将房地产业综合信息化管理平
台搭建成协助行业管理的“好助
手”、帮助房地产企业销售经营的

“好帮手”、为消费者提供购房看房
服务的“资源库”，全面保障我市房
地产市场健康平稳运行。

市住建局城建服务中心建成房地产业综合信息化管理平台

滨州在全省率先开启“智慧房管”新模式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葛肇
敏 通讯员 赵菡 报道）“是赵德英对
吧？把您的身份证拿给我看一下。
好的，可以了。您的社保卡在身边
吗？是哪家银行的？”2021年12月
28日，市医保局个人账户服务科的
工作人员通过网络视频，“面对面”
地为长期居住在青岛的赵德英老人
办理了异地安置人员备案业务。“你
们的服务态度真好，谢谢！”赵德英
老人说。

目前，绝大多数医保服务业务
可以“线上办”“电话办”，但部分业
务因为需要核对办理者本人的身份
信息，操作流程相对复杂。比如参
保信息变更、异地就医备案等，原先
的办理流程需要当事人从医保局网
站下载备案表，填写后发送到指定
邮箱，或者进行网上申报办理。

“但老年人不经常使用电脑，完
成这样的操作就比较困难。”市医保
局个人账户服务科科长傅爱霞说，

“而国家医保局也在2021年7月份
发文，倡议各级医保部门探索医保
服务事项‘视频办’。因此，为了进
一步提高医保政务服务质效，给市
民提供更多办理业务的便利，市医
保局探索开通了视频客服便民服务
热线0543—3162697，将‘网上办’
延伸为可语言交流、带人文关怀、更

加便捷的‘视频办’。”
在工作人员的现场演示下，需

要办理业务的市民只需扫码添加
“滨州医保视频办”微信，便可通过
视频窗口向工作人员发起视频通
话。市民提供姓名、身份证号码后，
由工作人员系统查询校验通过，即
可通过远程视频办理医保基本信息

修改、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备案、异地
急诊转住院备案、门诊慢病备案登
记等十余项医保业务。工作人员接
通后实行“容缺办”“承诺办”服务模
式，通过“一对一”的方式面对面沟
通，及时处理参保人员的诉求。

可以说，医保远程“视频办”实
时互动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让市民不用出门，在家或在单位
通过一次视频通话就能快速把医保
业务办好。这项业务从2021年12
月27日推出后，至今已经办理、办成
10余件，赢得了办事群众的一致好
评。

“目前我们正处在探索、完善阶
段，随着业务的熟练、流程的理顺，
我们将在市直参保群众应用的基础
上，逐步把这项业务推广到全市经
办服务应用之中。”傅爱霞说。

医保远程“视频办”，不仅拉近
了工作人员与群众之间的距离，更
畅通了沟通的途径，让群众充分感
受到了医保服务的温暖，拥有了更
好的医保办事体验。

扫码添加“滨州医保视频办”微
信，便可通过视频办理业务。

滨州市民可以通过视频办理医保业务啦
市医保局开通视频客服便民服务热线0543—3162697，将“网上办”延伸为“视频办”

市医保局工作人员正在通过视频为群众办理业务。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办实事开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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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公积金

滨州公积金竭诚为您服务！

公积金贷款在还
款日忘记还款了怎么
办，会逾期吗？

滨州公积金贷款的还款日是
每月23日，还款日前会有短信温
馨提示，为方便缴存职工，当天扣
款不成功不会立即生成逾期。如
您有特殊情况还款日无法还款，
将从23日开始至月底逐日发起扣
款（节假日顺延），这期间只要确保
账户资金充足，就能正常还款。
月底最后一天仍未扣款成功的就
会生成逾期并产生逾期费用。

我从原单位离职
了，要去别的城市工作，
能立即提出公积金来吗？

正常情况下，您从原单位离

职，个人公积金账户需要封存，您
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查询账户是
否已封存。如果没封存，请您联
系原工作单位公积金经办人为您
办理账户封存手续，封存满半年
后且没有新缴存单位的，可以按
解除劳动关系类型办理销户提
取。如果有新的工作单位并已
开户则需要把您的公积金余额
转移到新单位个人账户续缴。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李诚 通讯员 王超 报道）为提升
客户电力获得感，持续优化电力
营商环境，助力乡村振兴，近日，
国网滨州供电公司及时组织现
场勘察和竣工验收，主动派工作
人员上门指导施工，帮助滨州市
明盛畜牧养殖有限公司以最快
速度用上了放心电。

此前，滨州市明盛畜牧养殖
有限公司负责人孙振阳通过网
上国网App平台申请了250千
伏安变压器增容业务，国网滨州

供电公司接到客户申请用电需求
后，第一时间与孙振阳电话联系，
预约好上门服务时间。之后，按
照约定的时间，国网滨州供电公
司营销部和运检部联合成立的

“客户经理+项目经理”双经理团
队准时赶到明盛养殖场。

经过现场勘查，双经理团队
为明盛养殖场确定了最经济合
理的供电方案。在此后的施工
过程中，双经理团队主动上门指
导施工工艺，最终确保验收当天
一次性通过，让企业快速用上了
放心电。另外，供电公司员工还
为养殖场进行了用电设备检查，
指导客户安全用电，为企业发展
加了一把“安全锁”。

国网滨州供电公司持续优化电力营商
环境，助力乡村振兴

及时回应客户用电需求
快速为企业送去放心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