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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川六姐妹投资千万

种植18万株果树

导报讯(记者 周海波)近

日，淄博市淄川区太河镇下

端士村的油桃果园迎来成熟

期 ， 附 近 城 区 的 市 民 们 纷

纷 来 到 下 端 士 村 采 摘 新 鲜

的油桃。

据了解，太河镇下端士村

自2013年7月开始，由返乡企

业家肖玉爱联合五个姐妹成立

了淄川区凤凰台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带领广大村民脱贫致

富。该公司先后投资1100多万

元，流转了全村73%的土地，

栽种桃树、海棠树、枣树、梨

树等18万株。现在，下端士村

的 森 林 绿 化 率 已 经 达 到 了

98%，初步形成了春季赏花、

秋季采摘的旅游经济，直接带

动村民致富150人，人均增收

1050元。

张店有了

智能自助办税厅

导报讯(记者 刘春歌)近

日，淄博市张店区税务局智能

自助办税厅正式启动。该自助

办税厅除了两名固定的税务人

员负责解答问题，还配备了智

能导税系统，通过打印一张明

白纸，就可以明确办理业务所

需要的资料以及办理地址，有

效分流和引导办税高峰期的纳

税人。

据了解，该自助办税厅面

积约756平方米，可以为纳税

人提供发票领购、发票代开、

发票认证等业务，目前共有25

台自助终端设备，其中，9台

发票代开自助终端、7台发票

领购自助终端、6台发票认证

自助终端、2台定额发票领取

自助终端。

中行高青支行堵截

一起企业虚假开户

导报讯(记者 巩辉 通讯员

郑佳佳)近日，陈某拿着一家

煤炭销售有限公司相关证件，

来到中行高青支行开设人民

币基本存款账户。该行开户

经办员在与陈某交流的过程

中发现，该企业虽然是煤炭

销售公司，但注册地址却在

居民区内，且法人、财务负

责人、经办人员的户籍均在

外地。于是该行经办员立即

向运营主管报告，进一步核

实客户身份。经核实，该公

司法人、财务负责人情况均

不属实，涉嫌可疑交易等违

规 风 险 。 于 是 该 行 拒 绝 了

该 公 司 的 开 户 行 为 ， 从 源

头 上 杜 绝 了 虚 假 开 户 ， 切

实 保 障 了 客 户 的 财 产 安 全

和合法权益。

◆记者 周海波

近日，淄博市政府新闻办联

合市文明办召开2019年第一、二季

度诚信红黑榜新闻发布会，并邀

请市中级法院、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市市场监管局、市税务局发

布各自工作领域诚信建设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在404家房地

产开发企业中，有两家被评为C级

信用企业，列入严重失信企业名

单；在 9 4家本市勘察设计单位

中，青岛腾远设计事务所有限公

司被给予“红牌”警示，青岛东

盛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被给予

“黄牌”警示。

市中级法院：

强制打击失信行为

新闻发布会上，市中级人民

法院向社会公布了被依法纳入失

信名单的10个单位和个人的身份

信息，并通报了全市法院加大对

失信被执行人进行惩戒的相关情

况。全市法院重点对失信行为进行

强制打击，积极采取拘留、罚款、

搜查、拘传等强制措施，彰显法律

尊严。细化11类37大项150项惩戒措

施，对失信人的出行、购房、招投

标、担任公职等进行限制。

自2018以来，淄博市中级法院

共对960人次采取了拘留措施、罚

款101 . 9万元、搜查208次、拘传276

人次，彰显了法律尊严。市中级

法院推动开展的协同执行、春雷

行动、百日执行攻坚等全市范围

的执行行动214次，执行到位金额

6 . 98亿元；同时，要求两级法院建

立专门的执行法警队伍协助执

行，震慑拒执失信老赖，切实提

升打击效果。

市住建局：

两勘察设计单位被“亮牌”

新闻发布会上，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对建筑业企业、房地产

企业、勘察设计企业、监理企业

以及项目经理信用行为进行了等

级评价。

在602家本市和外地进淄建筑

业企业中评出AAA级46家、AA级

80家、A级422家、B级53家、C级1

家。在404家房地产开发企业中评

出AAA级30家，AA级50家，A级

322家，另有两家被评为C级信用

企业，列入严重失信企业名单。

在94家本市勘察设计单位中评出

AAA级5家，AA级63家，A级12

家，B级12家；对青岛腾远设计事

务所有限公司给予“红牌”警

示，对青岛东盛建筑设计股份有

限公司给予“黄牌”警示。在34

家本市工程监理企业中10家企业

被评为优秀，19家为良好，4家为

一般，1家较差。在19家进淄监理

企业中1家为优秀，6家为良好，9

家为一般，2家为较差。评出年度

优秀诚信项目经理100名。

市市场监管局：

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新闻发布会上，市市场监管

局通报了2018年度全市“食安山

东”品牌引领行动示范企业名单

和5起食品药品安全违法典型案

例。发布2018年全市“食安山东”

品牌引领行动示范企业23家，其

中第二批“食安山东”食品生产

加工示范基地沂源县食用农产品

深加工基地1家，“食安山东”食

品生产加工示范企业淄博山珍园

食品有限公司等6家，“食安山

东”餐饮服务品牌示范单位周村

富瑞特城市广场等16个。

今年以来，市市场监管局已完

成食品监督抽检3871批次，问题发

现率5 . 04%，及时向社会发布了抽

检信息。建立了全市食品快检数据

平台，对重点农贸市场、超市的蔬

菜、肉类进行实时快检，今年以来

收集数据5 . 9万条。同时，部署开展

了校园周边、网络餐饮、农村食品

安全、整治“保健”市场乱象百日行

动等系列专项整治行动，约谈外卖

平台负责人，切实强化企业食品安

全主体责任落实。截至目前，淄博

市规模以上食品生产企业质量管

理体系认证率达到100%。

市税务局：
A级纳税人户数持续增长

新闻发布会上，淄博市税务

局向社会各界通报全市2018年度纳

税信用评定工作开展情况，并对

山东瑞力健药业有限公司偷税

案、淄博连盈商贸有限公司的涉

税违法犯罪案件进行了通报。

据介绍，2018年度淄博市纳税

信用等级评定工作于3月8日至5月5

日开展，本次纳税信用等级的评

定，涉及包含16项人工采集指标在

内的93项评定指标，83%以上的指

标实现了信息的系统自动采集。评

定结果经确认，淄博市A级纳税人

10061户，占比10 . 47%；B级纳税人

39391户，占比40 . 97%；M级纳税人

32643户，占比33 . 95%；C级纳税人

2 9 8 5户，占比3 . 1 0%；D级纳税人

11035户，占比11 . 48%。从评定结果

看，A级纳税人户数持续增长，占比

较上年增加1 . 04%；从构成看，A级、

D级纳税人户次增加，B级、M级、C

级纳税人户次基本稳定，纳税遵从

度和纳税信用意识不断提升。

上半年诚信红黑榜发布
两房企入列严重失信名单，青岛腾远被亮“红牌”

7月8日，正值第七个全国

保险公众宣传日，淄博市保险

行业协会组织全市保险从业

者，在齐盛湖公园进行了“7·

8保险扶贫公益跑”活动。

金融扶贫，保险先行。作

为全市保险公众宣传日活动的

重要组成部分，淄博市“7·8

保险扶贫公益跑”活动，以普

及保险知识、宣传保险理念、

提高保险意识、促进保险合规

为要求，落实国家扶贫攻坚工

作要求，成为推动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的一项举措。

进入新时代，保险业逐渐

成为经济社会的“减震器”和

“稳定器”，在完善现代金

融、社会保障、农业保障、防

灾减灾、社会管理等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这也要求保险行业

在回归本源、突出主业、做精专

业上下功夫，立足国家战略、社

会民生、人民群众的保险需求，

持续优化保险产品和服务，切实

构建起符合行业和企业特点、

具有时代和区域特色、富有竞

争力和创新力的保险文化，着

力解决人民不断升级的保险需

求与不平衡不充分的保险供给

之间的矛盾，为守护人民美好

生活发挥更大作用。

今年，淄博保险行业正在

开展的“行业规范建设年”活

动，旨在行业内筑牢规范发展

基础，强化风险防控基本，巩

固乱象整治成果，培育良好合

规文化，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本次全市“7·8保险公众宣传

日”活动举办在“行业规范建

设年”进程过半的节点，也将令

全市保险公司以此次活动为契

机，进一步加强合规管理，规范

经营行为，从自我做起，树立

“合规创造价值，合规人人有

责”的理念，切实把依法合规

的刚性要求转化为自觉行为，

共同维护保险业的良好形象。

(巩辉)

“7·8保险扶贫公益跑”开跑

近日，由淄博市文化和旅

游局主办、淄博书画院和淄博

市美术馆承办的“六艺秀淄博·

庆 祝 建 党 9 8 周 年 ： 盛 世 花

开——— 翰墨名家淄博花鸟写生

创作展”在淄博书画院开幕，

并举办座谈会。

淄博市政协副主席、淄博

市政协书画院院长徐培栋，淄

博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荣先锋，

淄博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严旭，淄博市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淄博市

美术家协会主席范杰，以及20

余位书画艺术家参加座谈会。

严旭表示，淄博书画院作

为淄博市专业画院团体，一方

面要多策划多搭建弘扬主旋律

的书画精品展览，更多为画家

提供创作与交流的机会。另一

方面，淄博书画院作为书画界

的引领者，也要为进一步规范

淄博书画交流市场，起到重要

的督导作用，不断加大书画交

流平台的建立，提升大众群体

对书画的鉴赏能力。

近年来，淄博书画院在淄博

市文化和旅游局的指导下，日渐

磨炼成为一个有影响、有作为、有

特色的专业画院团体，在繁荣淄

博书画及丰富市民文化精神生活

上默默探索，耕耘、收获，专业

书画家队伍不断壮大，精品佳作

不断涌现。通过不断丰富拓展淄

博的书画交流及研究，发挥书画

文化传播的积极作用，加强与省

内省外书画团体、画院的合作交

流，搭建了书画精品展览交流的

广阔平台。 (房秀菊)

六艺秀淄博·庆祝建党98周年

“盛世花开——— 翰墨名家”花鸟写生创作展举办

导报讯(记者 刘春歌 通讯员

贾贞 刘婷)近日，中国人民银行

淄博市中心支行、淄博市工业和

信息化局联合发布了全市金融支

持绿色企业与项目库入选名单(第

一批)的通知，筛选了3 4家绿色

企业和1 6个绿色项目纳入淄博

市第一批金融支持绿色企业与

项目库。

绿色企业、项目库是淄博市

推动绿色金融开展的重要抓手。

首批入选淄博市绿色企业库的有

中铝山东有限公司、山东铝业有

限公司、山东维统科技有限公司

等34家，首批入选淄博市绿色项

目库的有山东维统科技有限公司

粉煤灰综合利用年产300万平方米
新型建材产品，山东东佳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钛白粉二次工艺水回

收及综合利用项目等16个项目。

针对金融支持绿色企业与项

目，淄博市将积极探索创新扶持

机制，全面推动信贷产品、担保

抵押方式、融资方式等方面创

新，探索开展适合绿色企业经营

特点的排污权抵押贷款、能效信

贷等创新信贷产品。对入库企业

在商品交易和劳务供应中签发、

持有的商业汇票，优先办理贴

现，适当给予优惠贴现利率，人

民银行对金融机构直贴的绿色票

据，开辟绿色通道，优先给予再

贴现支持。

导报讯(记者 周海波 周荣顺)

近日，东岳集团150万平方米燃

料电池膜及配套化学品产业化

项目正在加紧建设。作为2019年

山东省重点项目，该项目是东

岳集团打造“氢能‘芯片’，

中国膜谷”的核心工程。

据东岳未来氢能材料有限

公司项目部部长高树刚介绍，

该项目总投资14 . 2亿元，分为

南、北两个厂区建设。其中，

南区为膜研发、测试和生产

区，燃料电池膜车间，目前正

对接采购相关仪器设备，到

2020年投入使用。北区为膜材

料配套高端材料项目，包括建

设1000吨/年HFPO生产装置、

500吨/年ETFE车间、120吨/年

PPVE生产装置及附属配套装

置，争取年底投料试车。

作为世界能源和动力转型

的重要发展方向，高性能燃料

电池质子膜也被称为燃料电池

汽车发动机的“芯片”。东岳

集团历经16年科研攻关，突破

高性能新型全氟磺酸树脂和高

性能燃料电池质子交换膜的制

备技术，为全省燃料电池产业

发展迈出了关键一步。

目前，东岳集团已完全掌

握并拥有燃料电池膜生产用关

键单体、树脂原料生产技术、

成膜单体、成膜过程技术、装

备技术以及检测技术，构建起

从原料到膜产品完整的产业

链条。

该项目不但能加速国产燃

料电池膜的发展，缩短国产膜

的商业化进程，也能为开发国

产燃料电池和电堆提供关键材

料保障，提升我国在国际氢能

领域的竞争力，加速推动我国

乃至全球燃料电池技术的发展

进程。一期项目建成达产后，

东岳将成为氢燃料电池质子膜

全球供应商，成为我国唯一一

家实现燃料电池汽车用质子膜

批量制备的企业。

导报讯(记者 周海波 通讯员

弋永杰 车路 张学博)近日，在山

能淄矿亭南煤业公司的第一个充填

工作面1102工作面上，工作人员正在

熟料地操纵液压油缸的把手对工作

面端头的矸石进行捣实。由此实现

了减少矸石外排、降低提升成本、增

加可采资源等“一举多得”的目的。

据工作人员介绍，充填采煤

技术最大的优点就在于能大量消

化固体废弃物。1102工作面使用

了多孔底卸式输送机、液压油缸

捣实装置等公司最先进的设备，

目前已经充填置换矸石 5万余

吨。该技术平台实现了“出煤不

见煤，产矸不提矸”的目标，让

矿区由黑变绿变成现实图景。

该公司自2013年被授予国家

级绿色矿山试点单位以来，专门

成立绿色矿山建设领导小组，制

定绿色矿山建设规划，从地面环

境治理、矿井水处理、瓦斯综合

利用、煤场管理、矸石充填开采

和社区和谐等多方面入手，全方

位打造绿色矿山新形象。

如今，该公司改造的超低浓

度瓦斯发电机组已经并网发电，

将原来适用8%～10%浓度瓦斯的

电机组，降低至4 . 8%～5 . 8%瓦斯

浓度即可发电。截至目前，该公

司瓦斯抽放站在运行的9年时间

里，已累计发电1 . 3亿千瓦时，减

排二氧化碳124 . 56万吨。

东岳氢能“芯片”打造中国膜谷

打造国家级绿色矿山试点单位

山能淄矿亭南煤业“由黑变绿”

首批金融支持绿色企业名单揭晓
中铝山东等34家企业、东佳钛白粉二次工艺水回收利用等16个项目入选

一期项目建成达产后，东岳将成为氢燃料电

池质子膜全球供应商，成为我国唯一一家实现燃

料电池汽车用质子膜批量制备的企业

今年以来，淄博市市场监管局已完成食品监督抽检3871批次，问题发现率5 . 04%

部署开展了校

园周边、网络餐饮、

农村食品安全、整治

“保健”市场乱象百

日行动等系列专项

整治行动，约谈外卖

平台负责人，切实强

化企业食品安全主

体责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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