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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为新开办企业节省37万余元

高唐率先实现企业开办发放税控设备
本报聊城5月12日讯(记者

谢晓丽 通讯员 邱琦 王
晴 ) “真没想到一分钱都没
花，税控盘及印章都是免费的，
企业开办全流程不到两个小
时。”5月8日，高唐梁子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负责人梁希成来到
县政务服务大厅办理业务时，
惊喜地收到一份政务服务“大
礼包”，不仅有营业执照、印章，
他发现还可以免费领取价值
440元的税控盘。而这，便是该
县推出印章免费刻制后的又一
项利企便民新举措。

为落实省市加快流程再造
工作要求，进一步增强企业获得
感，从5月8日起，高唐县在全市
率先全面实施向新开办企业免
费赠送印章和税控盘惠企政策，
预计全年全县可为新开办企业
节省开支37万余元，企业开办真
正实现全流程“零成本”。

今年来，县行政审批服务
局在企业开办“零成本”基础上，
推出一系列务实举措，创新推出

“零材料、零成本、零见面、零距

离、一个环节办理、2小时办结”
的企业开办“4012”新模式。为了
解决群众办证“多头跑”的问题，
按照“一次办好”理念，该局创新
服务新流程，积极落实通过一张

‘行业综合许可证’，整合“一业
多证”变为“一业一证”的审批模
式。从跟群众和企业生产生活关
系最紧密、办事最多、跑腿最多

的农资、图书报刊零售、人力资
源服务等行业入手，逐步覆盖涉
及多项许可的行业，实现“一次
办好N件事”，真正做到“企业点
菜、政府端菜”。时间缩短的同
时，企业办事所需提交的材料也
大幅减少，大大便利了群众，不
断增强了市场主体的获得感，进
一步激发了市场活力。

本报聊城5月12日讯(记者 王
尚磊 通讯员 李兆敏) 近日，

《晋冀鲁豫四省跨地区知识产权
执法维权保护合作协议》正式签
署。该协议是聊城市市场监管局
于2019年12月主持修订，根据知
识产权管理体制改革情况，在专
利执法协作的基础上，将协作内
容扩大到专利、商标、地理标志
等各类知识产权案件的执法协
作。2019年12月中旬，15个市市
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的分管领
导在聊城对合作协议进行了审
议，近日15个市局正式签署了协
议，该协议已正式生效，并报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 和 山 东 省 、山 西
省、河南省和河北省市场监管局
(知识产权局)备案。

该协议的协作成员包括山西
省长治市、晋城市，河北省邯郸市、
邢台市，山东省菏泽市、枣庄市、聊
城市、济宁市，河南省新乡市、安阳
市、濮阳市、焦作市、漯河市、鹤壁
市、济源市15个市的市场监管局
(知识产权局)，合作期限为六年。

该协议的正式签署，进一步完
善了跨省间知识产权执法维权保
护协作机制，提高了协作区域的知
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水平和知识
产权保护能力。

晋冀鲁豫四省跨地区知识产权

执法维权保护合作协议签署

企业负责人收到的政务服务“大礼包”。

“我四十多年没住过这么
干净，这么明亮的房子了”刚出
院的贫困户郭东林老人激动地
说。这一句话让包村干部郎彦
红红了眼眶。恰逢莘县徐庄镇
广泛开展贫困户户容户貌“双
提升”工作，八十多岁的贫困户
郭东林老人和老伴马月菊的房
屋年前被鉴定为B级，但是由
于居住时间长，老人烧大锅做

饭，有墙壁发乌、墙皮脱落和玻
璃破损的情况，考虑到老人年
纪大、身体弱，无法自行粉刷和
改善，经请示镇党委研究决定，
给这一户免费刷墙，安装玻璃，
吊顶。经过一番改造，老人的旧
屋换新颜，高兴的老人说出了
上面一番话。这只是这次活动
的一个小缩影。

徐庄镇在决战决胜脱贫

攻坚工作中，始终将贫困户的
户容户貌双提升作为一项重
要的工作来抓。在镇资金非常
紧张的情况下，针对老弱病残
贫困户家中墙皮脱落、玻璃破
损，墙壁发黑的情况，拿出部
分资金用于改善他们的居室
环境，增加了贫困群众的幸福
感。

(郎彦红)

莘县徐庄镇开展贫困户户容户貌“双提升”活动
今年四月以来，莘县朝城镇紧

紧围绕上级精准扶贫工作部署，按
照“科学规划，统筹协调，突出重点，
分类指导”的工作原则，大胆创新工
作举措、精心组织强化落实，为2020
年扶贫工作完美收官打下基础。

一是夯实工作队伍，成立精准
扶贫工作组，严格执行“工作到村、
扶贫到户、责任到人”和“日走访、
月登记、年汇总”的工作机制，督
促各级帮扶干部与贫困户“结对认
亲”，实现每个贫困村都有包村工
作队，每个贫困户都有帮扶责任

人；二是健全机制保障，结合扶贫
工作实际，制定了《朝城镇精准扶
贫工作实施方案》等制度措施，层
层落实目标任务，推动精准扶贫各
项工作有序开展；三是绩效考核，
加大对包村工作组的考核力度，切
实做到扶贫工作周汇报、月总结。
不定期开展走访督查，将精准扶贫
工作纳入各村 (管区 )年终考核的
重要内容，把扶贫成效与干部绩效
考核相结合，进一步激活了扶贫干
部工作的内在活力。

(狄国敬)

莘县朝城镇夯实扶贫基础

今年以来，聊城开发区认
真做好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工
作。一是将生活困难、靠家庭供
养却无法单独立户的成年无业
重度残疾人，经个人申请，按照

单人户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
围；二是在收入认定方面，充分
考虑家庭成员因残疾、患重病
等增加的刚性支出和必要的就
业成本等，在核算家庭收入时

按规定适当扣减，将支出型贫
困家庭纳入救助范围。三是组
织物流园区、各乡镇街道对本
辖区的困难群众进行了全面的
排查，做到应享尽享。

聊城开发区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助力脱贫攻坚

为巩固脱贫攻坚取得的成
果，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档案资
料规范化建设，临清市戴湾镇再
次开展扶贫档案材料专项整治活
动，安排专人到村到户，对市直部
门帮包贫困户的档案资料进行全
面梳理整改。

自脱贫攻坚行动开展以来，为
进一步改善贫困户居住环境，提高

贫困户生活质量，在戴湾镇党委政
府高度重视下，多措并举，强力推进
贫困户“户容户貌”整改再提升工
作。各行政村积极推进贫困户“户容
户貌”整改工作，力争为全镇901户
建档立卡贫困户改善居住环境。通
过整治，贫困户房前屋后干净卫生，
生活居住环境得到了切实改善。

(张博)

有力度有温度 精准扶贫保成效

“一只小羊羔能卖600多
元，俺饲养了8只大母羊，一年
能收入两万多元，有了这个产
业，俺一年就脱贫了！”5月6日，
高唐县固河镇六菜园村贫困户
赵合财说起产业扶贫的事，高
兴得合不拢嘴。

该镇每年举办高效特色农
业科技培训班，利用新技术，推
广大棚西红柿蜜蜂点花授粉、林
果套袋、生物发酵“零排放”畜牧
饲养等先进技术26项，亩产值从
过去的一千多元一跃到了现在
的过万元。推行“公司+基地+贫

困户”，“专业合作社+贫困户”等
产业化经营模式，与贫困户同唱

“合作戏”。目前全镇64家合作社
里已吸纳3000余户农户入社，安
排贫困户就业700余人，年均增
收一万多元，带动160户贫困户
稳定脱贫致富。 (郭洪广)

高唐县固河镇：唱好“三台戏”助力扶贫产业迈大步

“自从用手机直播带货，
蔬菜销量明显多了，让我们的
销货渠道又增加了，这可多亏
了邱昊带着我们做。”高唐县
汇鑫街道北邱村种植户邱长
亮说。

受疫情影响，蔬菜销售也
出现了一定滞销，汇鑫街道民

兵邱昊看着自己扶贫大棚里的
蘑菇，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开始
了直播带货。通过一段时间的
直播，粉丝们逐渐接受了这种
卖货方式，客户下了订单，他总
是定点送达，订单也逐步增加。
随着复工复产的有序推进，为
了更好地畅通销售渠道，让更

多的棚友受益，他主动上门宣
传这种方式，手把手的指导他
们操作，现在个个都成了直播
能手。

“邱昊带动我们直播带货
以来，蔬菜销量比往年有明显
提升。”北邱村支部书记邱坤
说。

高唐县汇鑫民兵邱昊直播带货的“小目标”和“大梦想”

4月1日，在阳谷县高庙王
镇李寨村的坑塘旁，脱贫户和
继考正忙着清理坑塘里的垃
圾，为蓄水养鱼、种植莲藕做准
备。3月中旬以来，他已经连续
十多天“泡”在坑塘改造工地
上。作为这片村集体坑塘的“塘
主”，和继考对坑塘的改造格外
上心。

今年50岁的和继考，全家
四口人，两个孩子都在上学，妻
子患有慢性血液病，没有劳动
能力。2016年，和继考家被识别

为建档立卡贫困户，让这个家
庭迎来了转机：除了8亩粮食作
物的收入，还能享受项目分红，
再加上孩子的助学补贴，收入
稳定、吃穿不愁，2018年年底，
和继考顺利摘掉了贫困户的

“帽子”。
今年3月初，在村委会的协

调下，和继考承包了村里的2亩
坑塘，承包期为10年。“贫困户
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对象，在这
次春季林业生产中，村党支部就
优先把地块承包给贫困户，鼓励

他们凭自己的双手勤劳致富。”
李寨村党支部书记赵保红说。

在承包坑塘后，和继考又
主动请缨，“接管”了村里的部
分空闲宅基，用来栽植经济苗
木。“能靠自己的双手过上好日
子，我很自豪。将来的日子肯定
会一天比一天红火。”和继考
说。

从贫困户到承包人，和继
考的故事，成为高庙王镇“志、
智”双扶促脱贫的生动注脚。

(赵丹珠)

脱贫户和继考：脱贫路上不停歇

高唐县人社局坚持以提升贫
困劳动者技能水平和促进贫困劳
动者安置就业为工作重点，以劳动
力年龄贫困人口为工作重点，实施
技能培训和就业促进计划，积极采
取多项措施推进就业扶贫。

在全县10500名建档立卡人员
和40名即时帮扶人员进行信息比
对提取，对培训、就业、创业意愿的
人员进行及时对接，集中力量优先

扶持有强烈脱贫愿望和具备一定劳
动技能的贫困户参与就业技能培
训。坚持以提升贫困劳动者技能水
平和促进贫困劳动者安置就业为工
作重点，邻里互助公益性岗位在岗人
员59人，配合县扶贫办招聘扶贫公益
性岗位20人。对接各基层人社所，对动
态管理的107名贫困户进行逐一对接
回访，扶贫直通车入驻企业86家企业
提供200个职位，1800个岗位。

高唐县多层次推动就业扶贫

为全面完成脱贫攻坚工作任
务，石佛镇重排查，强整改，加大措
施确保建档立卡贫困户住房安全
有保障。

该镇对602户享受政策的建档
立卡贫困户鉴定报告进行了一次
全面梳理排查，对226户不享受政策

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住房安全进行
了鉴定，对新排查出来的36户C级
危房进行了修缮，3户D级危房拆除
新建，目前已经全部完成整改。同
时，对2016年以来的104户危房改造
户统一粉刷了内外墙，统一制作了
危房改造标识牌。 (赵丹珠)

阳谷石佛镇加大措施确保建档立卡贫困户住房安全

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
年，阳谷县西湖镇党委、政府三措
并举，使脱贫攻坚再发力。严格帮
扶纪律，用真情帮扶。严格落实帮
扶责任制，确保责任到位、帮扶到
位。加强业务指导，强化痕迹管理，
用数据、图文说话。多渠道帮扶，帮

助贫困户找出脱贫新路子。深入了
解结对户思想动态、家庭状况、产
业发展思路、党的惠民资金落实情
况。深入了解贫困户致贫原因，建
立民情工作台帐，扎实做到日常电
话联系、经常走访慰问、帮助解决
困难。 (杨波)

阳谷县西湖镇：脱贫攻坚再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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