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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的时代。

这是一个海阔凭鱼跃、天
高任鸟飞的时代。

去年2月国务院印发《注
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
将创业的门槛降至历史最低
点，各种手续进一步简化，为
各类市场主体的发展营造了便
捷宽松的环境。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根据方案要求，我市工商部门
迅速行动，改革工商登记制
度，简化各种手续，推进注册
制度便利化，切实让改革措施
落地生根。

“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
主要涉及 10 项内容，件件跟
市场主体密切相关，为经济发
展注入了强大活力。”市工商

局党组书记、局长任为连介
绍。

改革放宽了注册资本登记
条件。除法律、行政法规、国
务院另有规定外，取消了注册
资本有限责任公司最低 3 万
元、股份有限公司最低500万
等限制，不再限制公司设立时
股东的首次出资额、比例，不
再规定股东缴足出资的期限，
同时实行认缴登记制，公司股
东对其认缴的出资额、方式、
期限等自主约定，记载于公司
章程，不再作为工商登记事
项，无需提交验资报告。

此举降低了创业门槛，节
约了创业成本，简化了注册登
记手续，广大经营业主的欢迎
程度不言而喻。特别是对于大
学生创业来说，极大地解决了

有项目无资金的注册登记难
题。这几天正忙于为南开大学
招收在职研究生的赵汗青对此
赞不绝口。今年刚从天津音乐
学院毕业的他与朋友10月10
日注册成立了枣庄凯恩德教育
咨询公司。他高兴地对记者
说：“注册资本登记条件的放
宽，让我们这些缺乏资金的大
学生，刚走出校门就能顺利创
业。”

此次改革清理了大批前置
审批项目。除法律、行政法
规、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市场
主体设立和经营项目许可审批
事项一律不作为工商登记的前
置。据了解，原来有各类前置
审批项目226项，清理后只剩
下涉及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
重大项目34项。

“先照后证”改革为市场
主体快速投入生产提供了相当
的便利，“企业获得营业执照
后，对从事须经审批方可开展
的生产经营活动的，可以先行
建设厂房和实验室、购买设备
等，在此过程中进行许可申
请，这样可以有效缩短企业投
产时间，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并减少因其他原因引起的频繁
变更登记成本。”任为连解释。

“三证合一”是这次改革
的重要内容之一。分属工商部
门、质监部门、税务部门办理
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
税务登记证，改为在一个窗口
统一受理、同步审批。在市政
务服务中心，市工商局企业注
册局个体私营科科长周猛拿出
三本旧证和一本新证向记者介

绍：“原来的这三个证被现在
的一个营业执照代替，而且原
三个号码也合并成‘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实行‘三证合
一、一照一码、一窗受理、互
联互通、信息共享’。”

之前三证先后审批，大体
需要二十多天时间，现在顶多
三天，90%立等可取，极大方
便了企业。中石油枣庄公司企
管安全部工作人员宫庆贺正在
服务中心办理加油站名称变更
手续。他负责这块业务已经五
年了。他说：“原来办理各加
油站名称、经营范围、单位法
人等变更，必须三个证都变
更，到三个部门分别办理。现
在到工商登记窗口直接办理，
太方便了。”

（下转A2版）

放宽条件、简化手续、先照后证、三证合一……工商登记制度改革

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大活力
本报记者 张孝平 通讯员 孙中强

本报讯 海关数据显示，
1 至 9 月份我市进出口 11.08
亿美元，同比增长 5.7%。其
中，出口 9.62 亿美元，同比
增长15.5%。进出口、出口增
幅在全省分居第三位和第二
位，分别高出全省 22 和 18.7
个百分点。

我市对外贸易运行的主
要特点是抓备案无业绩企业
成效显著。今年以来通过外
贸服务年活动，实施外贸业
务培训、专业服务小组跟踪
帮扶、招引外向型生产企业
等措施，新增实绩进出口企
业 88 家。其中新增进出口
500万美元以下的中小微企业
83 家，共实现进出口 3875 万
美元，拉动我市进出口增长
3.7个百分点。

我市对我国自贸区签约地
区出口增势迅猛。1 至 9 月

份，全市对我国自贸区签约地
区如东盟、韩国、澳大利亚、
智利等地区出口分别达 1.24
亿美元、6316 万美元、2189
万美元、1813 万美元，同比
分 别 增 长 53.2% 、 11.7% 、
23.1%、16.6%，这些地区占
全市出口总额23.6%，成为我
市对外贸易最活跃、拉动出口
增长最快的地区。对中近东、
美国、欧盟分别出口 1.41 亿
美元、1.26亿美元、1.19亿美
元 ，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12.1% 、
24.6%、9.5%。

纺织服装、化学品、钢铁
制品出口是我市出口增长的主
力军。1 至 9 月份，全市纺织
服装、化学品、钢铁制品分别
出口 3.04 亿美元、1.09 亿美
元、7784 万美元，分别增长
22.7%、6%、29.7%。

（张孝平 张冲 江晗）

我市外贸出口增幅全省领先
进出口、出口增幅位列全省第三位和第二位

本报讯 近年来，我市坚
持经常性的爱国卫生工作与集
中性的群众运动相结合、病媒
生物防制与健康山东行动相结
合、环境治理与化学消杀相结
合，加强组织领导，加大财政投
入，采取切实措施，深入开展灭
鼠、灭蝇、灭蚊、灭蟑螂活动，

“四害”密度不断降低，传播疾
病越来越少，切实保护了群众
健康。

我市一直高度重视爱国卫
生工作，健全了组织机构，每年

为市爱卫办单列人员经费和工
作经费，保证了工作的顺利开
展。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启动以
后，市委、市政府对爱国卫生和
除“四害”工作更加重视，成立
了创卫指挥部，下设办公室，从
市直各部门抽调 50 名人员从
事创卫各阶段工作。目前，市、
区（市）、镇（街道）三级政府均
设有独立的爱国卫生专门机
构，村（居）配有爱国卫生协理
员和除“四害”技术人员，并对
爱国卫生和除“四害”工作实行

网格化管理，形成了“政府牵
头、部门协调、镇（街）实施、上
下联动、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的工作网络体系。

为增强群众参与除“四害”
工作的积极性，我市利用召开
动员大会、开展爱国卫生月活
动、印发知识传单、制作宣传栏
牌、组织健康生活方式技能比
赛等多种形式，宣传发动群
众。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
共发放创卫公开信、知识宣传
单、小折页280多万份，张贴海
报2万份，制作宣传栏牌1800
块，设置城区主干道公益宣传
牌35幅、横幅1000余幅。

我市加强环境综合整治，
自2013年以来，市爱卫会每年
春季都召开动员大会，组织开

展“爱国卫生月”活动，动员机
关干部、企事业单位职工、大中
学校学生积极参加，清理暴露
垃圾，清除各类积水，疏通下水
道，打捞河道漂浮物，减少“四
害”孳生地。

旱厕、臭水沟、死水塘、垃
圾堆是“四害”的主要滋生地。
2013 年以来，我市先后投入 4
亿元，治理市中区东沙河和西
沙河、薛城区蟠龙河、峄城区大
沙河、台儿庄区兰棋河等河道，
清挖淤泥，砌磊堤坝，栽花种
树，不仅清除了蚊蝇滋生地，而
且把沿河变成居民健身公园。
市中、薛城、峄城、山亭、台儿
庄、高新区先后投入资金 500
多万元，清除旱厕130余座，新
建、改建水冲式厕所 150 座。

全市累计清运陈旧垃圾20万
立方米，治理小型积水 1800
多处。

根据多年监测，我市蟑
螂、老鼠主要生活或寄生在
餐馆、酒店、宾馆、集体食
堂等地。为此，我市把工作
重点放在这些场所，每年春秋
两季部署灭蟑灭鼠工作，由各
级爱卫办统一购买毒饵，免费
发放给广大业主及各单位。目
前，全市共安装毒饵站 12 万
个，所有社区和相关单位均配
有投饵员，及时投放毒饵并做
好记录。

为保障除“四害”工作顺利
开展，市级财政根据市爱卫办
除“四害”计划，每年投入10万
至 100 万元不等专项资金，用
于宣传发动、药械购买、人员培
训和病媒生物监测等。今年，
市级财政拨出600万元专款用
于除“四害”工作，各区（市）又
结合实际划拨了配套资金，保
障了防制工作的有力推进。

（记者 张孝平）

坚持“三个结合” 突出环境综治

我市扎实开展病媒生物防制

本报滕州讯 在全国双创
周举办之际，中国云计算应用
联盟、中国县域电商发展联盟
正式发布“云商小镇五年行动
计划”，未来 5 年计划在山东
建设100个互联网小镇，首家
小镇落户滕州龙园。日前，滕
州龙园互联网小镇开园，标志
着我省首家互联网小镇正式成
立。

龙园互联网小镇总投资
3.6 亿元，小镇以北方四合院
为基本建筑形式，是云商小镇
五年行动计划第一家。小镇通
过一系列的“互联网＋”解决
方案，将电商产业、云计算服
务、文化创意、众创空间、互
联网金融、移动互联网、数据
挖掘等产业进行有机结合，实
现县级基础设施、政务、民
生、旅游、农业、教育、医
疗 、 消 防 安 全 等 与 “ 互 联
网＋”的深度创新融合。

对小镇初创企业，滕州市
政府和发起机构进行“浇灌呵
护”，不仅出台专项的“互联
网＋”扶持政策，还推出各类
电商奖补、佣金减免、示范补
贴以及沙龙、培训等企业专项
扶持；小镇融合山东美食、老
字号、儿童教育、消防安全、
金融交通等，为来此逐梦的企
业、工程师建立“云咖啡”、

“IT茶馆”等交流平台，让云
商生态社区更贴心、更温暖。

据了解，“云商小镇五年
行动计划”由中国云计算应
用联盟、中国县域电商发展
联盟、齐鲁云商、鲁网共同
推出，作为我国重点专业联
盟组织，将借助全国媒体资
源优势，全面推动完善政府
顶层设计和吸引优质企业加
入小镇建设，助推县域经济
快速发展。

（记者 刘明）

滕州成立我省首家互联网小镇

本报薛城讯 为有效净化
社会文化环境，规范文化市场
秩序，今年以来，薛城区坚守
文化市场安全红线不放松，强
化日常监管，加大执法力度，
文化市场呈现出“天蓝水净、
风清气正”的生态环境。

围绕强化日常监管，该区
积极开展文化市场专项整治行
动，采取明查暗访、专项检查
等方式，对全区网吧、电子游
戏厅进行拉网式排查，严厉打
击网吧违规接纳未成年人进
入、不按规定登记上网消费者
证件等行为，确保执法无盲
区，形成了纵向到底、横向到
边的文化市场执法监管网络。
从8月下旬开始，启动了文化
市场安全生产百日攻坚整治行
动，先后对该区15家KTV等
文化娱乐场所进行了拉网式排
查，当场下达停业通知书 15
份。对城区网吧、电子游戏
厅、印刷企业及数码影城等6
家场所进行执法专项检查，
发现安全隐患 11 条，当场整
改 6 条，下达整改通知书 5
份。立足深化“扫黄打非”
行动，对火车站、汽车站、
学校周边、新华书店等出版

物经营场所和流动摊点进行
执法检查，累计检查经营场
所 10 余家，没收非法出版物
135 册 （本），有效净化了该
区新闻出版市场。

为加大执法监管力度，该
区落实“谁审批、谁负责，谁
分管、谁负责，谁属地、谁负
责”的原则，做到有案必接、
接案必立、立案必查。对社会
反响强烈，长期得不到解决，
造成严重后果的，一查到底，
严肃追究主管领导和主要负责
人的责任。为有效解决文化市
场真空和断层时段监管难题，
该区自加“紧箍咒”，全面推
行错时执法、延时执法、全天
候值班工作机制，确保了执法
队员接到群众举报电话后能第
一时间赶到现场执法。（记
者 姜爱民 通讯员 万照
广 季桂茹）

强化日常监管 加大执法力度

薛城文化生态“天蓝水净”
10月23日，干警在鑫昌路清扫街道卫生。连日来，市中区人民法院开展“共创美好

家园”活动，全体干警利用双休日或休息时间走向街头，拿起清扫工具，与环卫工人一
起清扫街道，维护卫生环境，共创美好家园。 （记者 张晶 通讯员 种法亮 摄）

共创美好家园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天气多云转晴，南风短时北风3级，气温8～19℃。（枣庄市气象台昨日17时发布）

本报讯 “鲁南抗战精神学术研讨会”于24日至25日在枣庄学院举行。
该研讨会由山东省社科联、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社会科学院、山东广播
电视台联合主办。

研讨会围绕山东抗战的战略地位问题、鲁南抗战精神的构成与起源问
题、鲁南抗战精神的当代意义、鲁南的游击队的构成与贡献问题、史料的搜
集与整理问题等展开探讨。

枣庄学院校长曹胜强在研讨会上致辞。他指出，举办本次论坛是为了深
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探
索鲁南抗战精神与现代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关系，鲁南抗战历史在民族革命
中的历史地位及其文化价值。他指出，枣庄学院一直致力于民族抗战历史，
特别是鲁南抗战历史的记录、整理和研究工作，先后出版了《台儿庄大战资
料选辑》、《枣庄区域文化通览》等学术著作。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学校
组织了校内外专家学者通过寻访抗战老兵、遗孤，追寻抗战足迹，查阅海内
外文史资料，主编了《枣庄学院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研究丛书》，多角度、多

层面、多领域地研究鲁南抗战历史和抗战精神，近期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出版发行。

山东社科联副主席周忠高在致辞中向论坛召开表示祝贺。他结合现实阐
述了自己对鲁南抗战精神的独到见解。他希望与会专家学者以论坛为契机，
深入的挖掘鲁南抗战精神的内涵，为山东省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在论坛主旨报告中，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中国现代政党史教研室主任、
博士生导师张太原教授，聊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刘卫东教授分别作了
题为“从鲁南抗战看国共两党对抗日战争的贡献”、“发掘鲁南抗战内涵，弘
扬鲁南抗战精神”的学术报告。两场报告围绕鲁南抗战精神的主题展开详细
的阐述，探讨了国民党在抗战中的表现、共产党在抗战中的贡献、鲁南抗战
的地位和评价及鲁南抗战精神的内涵。在分组讨论中，与会人员就鲁南抗战
精神的内涵以及与现代社会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研讨。

来自全国相关高校、研究院所及社科联的代表等近百名专家学者参加了
研讨。 （通讯员 崔新明）

“鲁南抗战精神学术研讨会”在枣庄学院召开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
电 （记者 高敬）中国消费者
协会27日发布数据，今年第三
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
费 者 投 诉 145989 件 ，解 决
122777 件 ，投 诉 解 决 率
84.1%，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
失超过 2 亿元。其中，因经营
者有欺诈行为得到加倍赔偿的
投诉 1231 件，加倍赔偿金额
198万元。

在所有消费者投诉问题
中，产品质量、售后服务和合同
问题仍是引发投诉的主要原
因，占比分别为 45.2%、22.2%
和 13.1%，占投诉总量的八成
以上。

中消协有关负责人介绍，
第三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受理
商品类投诉 73611 件。其中，
家用电子电器类投诉最多，共
27158 件，占 36.9%。因家用
电子电器类产品多、使用频繁
等原因，投诉量一直占据前
列。日用商品类、服装鞋帽类、
交通工具类、房屋及建材类等
四类商品投诉分别居第二到第
五名。同期，全国消协组织受
理服务类投诉43119件。

第三季度全国消协组织
为消费者挽回损失超2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