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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以来，青州市综合行
政执法局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
部署，围绕“四个城市”新青州建
设，不断强化措施狠抓落实，努
力提高城管执法水平。

一是切实履行党政建设主
体责任，扎实开展“作风建设年”
活动。

组织全局人员认真学习十
九大会议精神，学习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结合当
前潍坊市开展的“作风建设年”
活动，积极落实党风廉政建设
各项规定，深入开展“两学一
做”，定期开展“党员活动日”和

“民主生活日”活动，重温入党
誓词，学习党章、党规、党纪。先
后邀请检察院、纪委、法制局等
单位领导，对全体队员进行了

“预防职务犯罪”、“廉洁勤政学
习”等多场专题教育，不断提升
干部队员廉洁勤政意识和依法
行政观念，全力打造清正廉洁
的执法队伍。

二是加强法制城管建设，全
力推进依法行政。全面落实城市
管理行政体制改革。

按照住建部和潍坊市的统
一要求，统一更换了城管制服
和标志，进一步加强了城市管

理执法队伍建设，规范文明执
法，强化了社会对执法行为的
监督；组织业务培训。多次组织
以“加强法制观念，严格依法行
政”、“服务群众、服务发展”等
为主题的教育实践活动，对全
体队员进行《行政复议法》等法
律法规的培训，不断提升执法
业务水平，推进依法行政；做好
制度完善工作。

完成了行政处罚网上服务
平台案件公开，做好行政执法案
卷评查工作，建立全面推行行政
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
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

度；不断畅通投诉渠道。加强投
诉渠道建设，全年办理各类投诉
事项 1002 起，极大提高了群众满
意度。

三是强化措施，全面推进各
项重点工作。

提升城市品质，严抓市容
秩序管理。深入开展拆违治乱
行动，积极发挥牵头作用，设立
了领导小组办公室，建立健全
违法建设治理各项机制，形成
积极作为、通力协作的治理合
力；按照违建清零的目标，鼓励
各镇街落实主体责任，消除存
量、控制新增，对新增、在建的

违法建设做到“即查即拆”，积
极开展大型立柱广告整治行
动，极大推进了拆违治乱进程；
强化渣土运输管理，研究制定
了《 加 强 城 区 工 地 管 理 的 意
见》、《渣土运输扬尘整治实施
方案》，规范建筑垃圾清运审批
流程，要求建设方或施工方提
前一周对清运路线进行规划审
批；对全市清运公司和车辆进
行审核，并新建一处建筑垃圾
处理场；严抓露天烧烤整治，同
时组织集中整治行动，有效遏
制了露天烧烤现象发生。

王旗 臧凯

青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加快助推新青州建设

老年人查体
服务全覆盖

近日，青州市黄楼街道卫生
院对辖区内所有65岁以上居民
开展了第二次免费老年人查体
服务，并对第一次体检时因事由
没有参加查体的老年人进行了
第二次查体。

加强领导，明确分工

因冬季天气寒冷、路滑，为
减少查体时间，院里成立了老年
人查体小组，明确职责分工。院
领导亲自带队，各科室分工明
确，有条不紊，减少重复环节，明
确查体流程，让老人享受到一站

式服务；严格程序，规范内容。
此次参加查体的都是老年

人，这就要求公共卫生科做好联
系工作，并在查体当天由卫生院
救护车统一车接车送。

规范查体内容

规范查体内容，要求做到身
高、体重、内科、外科、生化检查、
血液、尿液、心电图、腹部B超一
项不漏。

专家评审，健康指导

查体结果汇总后录入青州
公共卫生电子健康档案系统，并
进行数据汇总分析，形成老年人
健康体检分析报告，组织专家评

审，确定老年人疾病，从而提出
干预措施，由村卫生所对其进行
针对性的健康指导。

通过此次查体，老年人可以
更好地了解自身健康状况，并通
过体检结果反馈、健康咨询，提
高自身保健能力。

丁艳萍 苏栋

严抓冬季
安全生产

为进一步确保冬季安全生
产，保障人民群众冬季就医安
全，青州市黄楼卫生院认真开展
冬季安全生产大检查活动，切实
把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和减少
一般安全事故的措施落到实处。

院长召开会议对全体人员
传达了上级要求，坚持“安全第
一”不动摇，并亲自带队检查重
点科室、辖区内卫生所的安全生
产工作。全院共划分了3个工作
组开展自查自纠，确保职责清
晰，分工明确。

检查组以病房门诊等人员
密集场所、重点科室为重点，加
强对消防、水电气暖、易爆炸物
品、危险化学品、放射源等重要
设施，食堂、检验室、药品仓库等
重点位置的管理。

针对在此次检查中发现的
电线老化、电线乱扯、酒精等各
类易燃易爆物品的管理及储存
场所及卫生所内冬季取暖预防
一氧化碳中毒等安全问题，检查
组及时指出要建立整改台账，限
期整改，并与各科室及其卫生所
负责人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最
大限度的避免安全意外的发生。

这次安全生产检查活动不
仅提升了黄楼卫生院职工的安
全意识，也为冬季人民群众就医
创造了良好的安全环境。

王兴辉

消防安全培训
近日，青州市弥河中心卫生

院举办冬季消防安全知识培训，
全体职工及乡村医生50余人参
加了此次培训。

潍坊社安防火中心负责人
通报了针对各地消防安全工作
的特点和火灾危险性等实际情
况。通过一幅幅照片、一段段视
频，结合近年来周边地区人员密
集场所发生的典型火灾案例，分
析了火灾发生的原因，造成的后

果以及对社会的危害。并从防
火、灭火、逃生、自救四个方面，
深入浅出地为参加培训人员介
绍了各类火灾的形成过程、火灾
处置要点以及各种消防设施的操
作使用方法等一系列防火、灭火
安全知识。 闵晓琪 祝奉花

防控培训
近日，青州市卫生局联合

市教育局举办了青州市中小学
(幼儿园)预防肺结核、传染病专
题培训会。

会上疾控中心业务人员对
流感、猩红热、手足口病及诺如
病毒感染性腹泻等秋冬季重点
传染病进行了防控知识讲解，通
过图文结合的方式，使全市中小
学及托幼机构老师了解了秋冬
季传染病的发生特点及防控要
素，提高了教职工传染病防控的
技能和意识，为下一步做好全市
校园传染病防制工作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

丁艳萍

护理竞赛进行时
近日，青州市人民医院神经

外科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护
理知识竞赛，来自两个科室的24
名护士参加了此次活动，提升了
护士临床护理水平和业务素质。

商慧 云萍

卫生与计生

近日，青州市北关初中附属幼儿园太阳班的小朋友展示了他们刚刚涂鸦完成的《问好2018》迎新年绘画

作品。连日来，北关初中附属幼儿园以班级为单位举办了迎新年歌舞展演、攀爬游戏和绘画比赛等活动，满

怀喜悦欢庆2018。

方方正正 摄摄

王王庆庆和和 摄摄

新闻直通车

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

青州市政务服务中心房地
产交易中心窗口为加强存量房
交易资金监管，根据有关文件
要求已开设青州市存量房交易
资金监管专用账户(免费服务)，
账户的成立为买卖双方当事人
提供一个安全的交易资金监管
平台，有效的保证了交易资金
的安全。

潘玉国

整顿房地产市场

青州市政务服务中心房地
产交易中心窗口为进一步整顿
和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切实

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防范
市场风险，促进房地产市场健
康有序发展，成立专项检查小
组，对全市房地产市场进行规
范整顿。

桑绍娟

遏制非法集资

青州市政务服务中心房地
产交易中心窗口为深入贯彻

《潍坊市 2016 年度防范和处置
非法集资宣传教育工作实施方
案》，做好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
宣传教育工作，从源头上遏制
非法集资高发蔓延势头。

桑绍娟

加大力度促扩面

青州市政务服务中心住房

公积金窗口以“保重点、低门
槛、广覆盖”为原则。

一是通过电视台、报纸、政
务中心宣传电子屏等各类媒体
宣传住房公积金的各项政策。

二是在公积金窗口摆放服
务指南、张贴微信号、发放宣传
手册等。

张宏伟

推行网厅提效率

青州市政务服务中心住房
公积金窗口采用“分批培训，统
一授课，以老带新”的方法，对
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的经办人
员进行一系列培训，提高了办
事效率。

张宏伟

强化廉洁抓作风

青州市政务服务中心住房
公积金窗口通过签订廉政责任
书、观看教育片、参观廉政建
设基地等方式增强职工遵纪
守法的自觉性，加强内部牵制
和监督，对重点岗位的分管领
导和具体工作人员定期进行轮
岗交流。

张宏伟

优化服务纳税人

青州市政务服务中心地税
局窗口始终坚持树立“以纳税
人为本”的理念，不断加强对纳
税服务工作的调研，从思想建
设、理论建设、文化建设和法律
制度建设等方面提升，把纳税

服务做到优秀卓越。
刘德艳

高质高效服务纳税人

青州市政务服务中心地税
局窗口不断提高纳税人的办税
效率，本着简洁、科学、高效的
原则，合理地设置办税程序，切
实体现高水平的纳税服务。

刘德艳

为退役士兵提供优化服务

青州市政务服务中心地税
局窗口积极落实税收优惠政
策，严格落实自主创业退役士
兵和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税收优
惠政策，开通绿色办税通道，进
一步精简涉税资料，切实减轻
纳税人的办税成本。

刘德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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