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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阳区物价局开展商品明码标价检查。

助力济北新城跨越式发展
济阳区物价局以服务促进新旧动能转换

本报记者 于悦
通讯员 时霞

加强价费管理
降低居民企业成本
燃气价格的变动，牵动着
老 百 姓 的 心 。自 今 年1 0 月1 日
起，济阳区启动实施《济阳区燃
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理顺
调整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这
也是济阳区物价局抓好涉及民
生的价格改革中的一项工作，
按
照省市统一部署，
济阳区开展天
然气价格改革，于8月底前完成
了理顺调整管道天然气销售价
格，
加快了工作进度，确保在年
底前完成配气价格核定工作。
除此之外，针对同老百姓
切身利益相关的供水供暖问
题，物价局也是行动不断。为了
做好区集中供热和城镇管网供
水价格调整准备工作，区物价
局聘请第三方对前三年的供
水、供暖等进行全面的成本监
审 。并 拿 出 了拟调方案及时向
政府党务会议进行了汇报；
按照
2018年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任
务目标，
受理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定价申请，
由第三方对农业用水
灌溉水利工程等进行成本监审，
积极参加培训，
做好前期准备工
作，确保在 年 底 前 完 成20 万 亩
农业水价的核定工作。
济阳区物价局坚持健全完
善收费清单“一张网”制度，坚
持深化放管服改革，全力推行
“政府网站公示收费目录清单”
制度，严格“一次性办好”程序，
公布“零跑腿”和“只跑一次”事
项清单，优化了营商环境。
今年两会期间，李克强总
理明确提出，要降低一般工商
业平均电价10%。近日，济阳区
物价局组织召开了由电网企业
及各转供电企业代表30余人参
加的电价政策提醒告诫会，根
据《山东省物价局关于清理规
范电网和转供电环节收费有关
事项的通知》要求，就贯彻落实
国家、省电价政策，取消部分垄
断性服务收费，全面清理转供
电环节不合理加价等价格行
为，对电网企业和转供单位进

济阳区物价局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结合“知敬畏、存戒
惧、守底线”纪律教育和“大学习、大调研、大改进”既环境建设年活
动，针对年初确定的任务目标，紧扣经济工作中心大局,最大限度
挖掘物价工作职能潜力，以服务促进新旧动能转换为重点，以“放、
管、服、促”为支撑，着力推改革、强监管、促发展、安民生,创造良好
的经济发展软环境，助力济北新城的跨越式发展。

价格监管平台，加强与12345市
民服务热线的联动，建立健全
价格举报案件内部流转处理机
制，发挥好平台监管和服务的
作用。截至目前，济阳区物价局
共受理价格政策咨询和举报15
件 ，承 办12345 市 民 服 务 热 线
128件，满意率达98 . 32%。

公布重要商品价格
维护市场秩序稳定

开展“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专题活动。

行了告诫提醒，并征询了供电
企业及转供电单位电价管理方
面的意见及建议。

强化监督检查
创造良好价格环境
为了维护良好的市场秩
序，切实减轻居民和企业成本，
济阳区物价局负责人表示，将
进一步加大价格监察力度，及
时受理相关投诉举报，督促各
项政策得到有效执行，切实减
轻企业和群众负担。
为强化监督检查，创造良
好价格环境，济阳区物价局依
法开展各项专项检查，对区自
来水公司、供热公司和燃气公
司的收费行为进行监督检查；
对全区自2018年1月1日起投运
的“全额上网”模式分布式光伏
发电项目进行摸底调查；在召
开电价和天然气价格政策提醒
告诫会、稳定行业市场的基础
上，又专门召集电力公司、华百
广场、金兴物业管理公司、济南

统一企业等十一家公司负责人
就现行电价政策召开了两次提
醒告诫会，并向与会人员下发
了《济阳区物价局关于简化电
价分类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水
平的提醒告诫函》。
9月份，针对举报非营利性
民办幼儿园收费上调较为集中
的问题，济阳区物价局立即召
开党组会议进行专门研究部
署，组织召集区13 所民办幼儿
园园长，按照有关文件对其进
行了提醒告诫并对其收费行为
进行跟踪监督。
在开展检查的同时，济阳
区物价局也加强了重点时段特
别是节假日市场价格的监管，
密切关注生活必需品及生活性
服务业的价格动态。济阳区物
价局开展重点行业专项整治，
严厉打击价格欺诈、哄抬价格
等违法行为，加强对改革中放
开领域价格行为的监管。
全 力 推 进“ 双 随 机 、一 公
开”监管全覆盖，同时畅通价格
权益诉求渠道。积极打造12358

公开、透明的价格，是市场
经济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今
年，济阳区物价局完善民生价
格调控，认真落实价格监测周
度、月度、季度、年度分析及总
结制度，截至目前共上报价格
监测表550余份，圆满地完成了
省、市领导交给的工作任务。而
在做好数据采集、汇总、审核、
上报工作的基础上，物价局于
每周四在“新济阳”微信公众号
上发布重要商品价格采集公示
表，周五、周六晚上在电视台播
出重要民生商品价格公示，加
强正面宣传报道，维护了市场
价格稳定。上报价格动态分析
和专题调查报告20 余篇，物价
分析材料34 篇，部分被中国经
济导报网、山东价格信息网等
各类报刊采用。
近期，济阳区物价局还开
展了规范整顿机动车停车场收
费公示工作。以往，区域内机动
车停车场普遍存在收费不透
明、公示不完善、侵权行为时有
发生、价格投诉不断增多，群众
反应十分强烈。看似小小公示
牌，却是规范经营者行为的有
力抓手，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有
力保障，尤其是推行公示牌实
行双色管理更是创新之举。
?
为此，开展全区停车场收
费公示整治活动乃是必然所
趋。济阳区物价局采取实地调
查 、提 醒 告 诫 、公 示 监 制 三 步
走，严格落实停车场收费政策，
全面实行双色公示，抓好停车
场公示管理工作，切实保障广
大消费者合法权益。
此外，济阳区物价局还踏
实做好涉案物品价格认定工
作，及时受理各类案件委托，为
司法和行政部门公正执法提供

依据。截至目前，受理提出方涉
案财物价格认定61 件，不予受
理1件，出具价格认定结论书61
件，标的金额289125元。

推动涉农收费公示
促进济阳农业发展
党的十九大把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摆上了重要议事日程，
做出了重大决策部署。济阳区
物价局立足自身工作实际，
积极推行涉农收费公示制度。
济阳的涉农收费公示制度采取
设立公示牌的形式，统一内容，
统 一 制 作 ，统 一 发 放 。制 作 了
200多块公示牌，公示内容涉及
公安、环卫、供电、不动产登记
等多个与农民生产、生活关系
密切的部门，其中包括19 项涉
农收费项目，共计23 项收费标
准，明确收费文件依据，保证了
公示的准确性、合法性。将公示
牌设置在群众缴费场所或者醒
目 位 置 ，方 便 群 众 观 看 ，从 而
确保了公示内容看得见、说得
清、留得住。在公示牌下方设有
12358价格举报电话，全面接受
社会监督，提高收费透明度。截
至目前，
全县10个乡镇
（街道）
的
部分村庄安装了涉农公示牌。
为切实做好涉农价格和收
费公示工作，济阳区物价局党
组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具体
工作事项，并成立了工作领导
小组。为了不加重群众的负担，
区物价局多方筹措资金制作和
安装涉农公示牌，从而保证了
涉农收费公示工作的顺利进
行。为了使涉农收费公示制度
长久地坚持下去，而不是流于
形式，济阳区物价局党组要求
价格监督检查局不仅负责公示
牌的落实，还要及时做好变更
工作，保证公示牌的内容准确、
及时、有效。
通过推行这项制度，济阳
区物价局加强了党和政府各项
农村政策的宣传，
提高了政策透
明度，扩大了社会监督机制，规
范了价格和收费行为，
保护了农
民合法权益，
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了减轻农民负担的成果，
为促进
全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健康稳
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