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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12日讯(记者
张园园 通讯员 王安奇)

为进一步发挥海事、渔业
部门监管合力，严厉打击东
营海域商渔船违法违规活
动，提升商渔船船员防碰撞
安全防范意识，降低碰撞事
故风险，减少商渔船碰撞事
故和人命财产损失，进一步
维护全市海上安全形势稳
定，按照相关要求，9月1 1
日，东营海事局同东营市海
洋与渔业局开展联合巡航
执法活动。

此次联合巡航执法活
动统筹安排了“中国渔政
37251”、“中国海监4029”2艘
执法船艇，从东营港出发，
会同正在东营海域开展“清
砂一号”巡航执法活动的我
国北方海区最大吨位海事
执法船“海巡11”轮，组成联
合编队，先后对东营港锚
地、东营港进出港习惯航
路、胜利油田新北海上安全
作业区、黄河入海口等船舶
流量大、商渔船交汇频繁的
重点海域进行联合巡航，对
上述海域的海上通航环境、
渔业作业秩序和内河船非
法参与海上运输情况进行
现场巡视，对发现的违法违
规行为及时进行了处理。

据介绍，为确保联合巡
航执法效果，海事、渔政执
法人员对辖区商船习惯航

路和渔船习惯作业区域提
前进行了分析，并重点标绘
了双方交叉区域。执法活动
中，在对多个重点海域进行
巡视的同时，海事、渔政执
法人员还登上渔船，向正在
进行海上捕捞作业的渔民
现场宣讲商渔船防碰撞知
识和发放宣传材料，并对渔
民提出的问题进行了面对
面解答。

通过此次联合巡航执
法活动，更加完善了海事、
渔业部门间联动机制，更有
效的整合了辖区执法力量，
有力的震慑了违法作业行
为，为维护东营辖区良好的
商渔船海上停泊、航行和作
业秩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另据了解，渤海水域
联合执法行动也已开始，
并将持续至1 0月底，旨在
打击内河船舶非法从事海
上运输行为，确保海上安
全形势稳定，保障人命财
产安全。海事部门将联合
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全
面排查责任区内的非法内
河船、砂石装卸点、海上砂
石运输航路和主要聚集点
情况，以及检查涉水工程
建设单位是否使用或变相
雇用不符合安全作业条件
的砂石运输船舶，取缔非
法装卸作业点，从严从重
处罚非法内河船舶，涉嫌
违法人员移交公安部门处
理。

广饶县在企业职工退
休审批工作中，严格把握各
环节的质量确保公平、公
正。广饶县明确规定，单位
在呈报退休前，将拟退休人
员基本情况前公示后，报企
业及主管部门，由企业或主
管部门携带本人档案，到养
老保险经办机构审核审批
备案。

经办人员在企业职工
退休审核审批工作中，严格
按照政策规定程序办理，执
行《山东省统一企业职工基
本 养 老 保 险 制 度 实 施 办
法》、《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山东省完善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施意

见的通知》等退休审核审批
相关文件的规定。在审核、
审批过程中，认真审核拟退
休人员的档案，严格把控拟
退人员年龄关、工龄关、退
龄关和缴费关。

退休审批工作严格按
程序办理，采用四级审核制
度，工作人员初审后，由股
长复审，提出异议的，采取
主任办公会联合会审。广饶
县在办理职工退休过程中，
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
则，截至目前，已为617名参
保职工办理了退休审批手
续，较好地维护了退休职工
合法权益，确保了基金安
全。 (张玲)

本报9月12日(记者 郭
小雨) 9月5日下午，东营市
政府召开胜利油田职工家属
区社区管理职能分离移交工
作调度会议，刘美华副市长
主持会议并作重要讲话。

会议传达了《山东省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工作领
导小组关于加快推进“三
供一业”等国企办社会职
能分离移交和市属经营性
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工
作的通知》，听取了油田职
工家属区社区管理职能分

离 移 交 工 作 进 展 情 况 汇
报，并就移交存在的问题
进行了座谈交流。

会议中强调，要做好移
交资金测算工作，做到实事
求是、全面准确；选好社区书
记，制定好社区设置方案；坚
持“成熟一个移交一个”原
则，做好办公场所移交工作；
抓住移交关键节点，明确油
地双方责任；建立油地双方
共同参与的联席会议制度，
确保油田社区移交工作顺利
开展。

东营海事局与市海洋渔业局开展联合巡航执法

严厉打击商渔船违法违规活动

执法人员向正在进行海上捕捞作业的渔民现场宣讲商
渔船防碰撞等知识。

本报9月12日讯(记者
张园园 通讯员 李天樾)

为进一步加强源头管控，
强化辖区涉水工程安全监
管，近日，东营海事局对辖
区涉水工程施工单位进行
水上交通安全约谈。

约谈过程中，东营海
事局向施工单位通报了监
管过程中发现的安全隐
患，施工单位安全负责人
陈述了对内河船舶非法从
事海上砂石运输危害的认
识，并对安全管理存在问

题的原因进行分析，明确
了整改措施。

据介绍，东营海事局
要求被约谈公司，严格落
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加强施工项目部的管
理；进一步提高对内河船
舶非法从事海上砂石运输
危害的认识，全面掌握施
工用料的来源、运输情况，
严禁雇佣参与海上作业的
内河船舶；加强施工船舶
动态管控，准确掌握施工
现场信息，及时、如实向监

管部门报送施工船舶作业
计划；做好预警预防和应
急防范工作，严格落实施
工安全措施，强化应对突
发事件、险情的应急能力，
并按照应预案要求定期组
织演练。

相关企业安全负责人
表示，公司将高度重视此
次约谈内容，采取措施认
真整改，并及时反馈，坚决
抵制内河船舶非法从事海
上运输，确保水上施工作
业安全。

格相关新闻

持续推进内河船舶非法从事海上运输治理工作

东营海事局约谈辖区涉水工程施工单位

油田职工家属区社区管理职能

分离移交工作调度会议召开

广饶县严把退休审批关
已为617名职工办理退休审批手续

油田社区管理职能分离移交工作调度会议召开。 (图
片由通讯员提供)

本报9月12日讯（记者
段学虎 通讯员 吕超伦
王诗哲） 为了解决户外工
作者“如厕难、饮水难、休息
难”的问题，东营区积极推动
建立以环卫工人、出租车驾
驶员、快递员等户外劳动者
为主要对象的服务站点体
系。近日，东营区环卫处结合
公厕设置的“爱心驿站”亮相
了，在这里户外工作者可以
找到一个温馨的“服务站”。

“欢迎环卫工人来坐一
坐、避避暑、喝喝茶……”今
天上午，东营区城市管理和

行政执法局联合总工会举行
了“爱心驿站”揭牌仪式。
2017年以来，区环卫处在西
城先后设立各类歇脚点3 7
处，区总工会为9处环卫工人
歇脚点配备了必需品。

“爱心驿站”内设置了电
热水壶、微波炉、衣物架、洗
漱用品、雨伞、打气筒、小药
箱等。“可以说，基本上解决
了需要求助的人一些基本需
求。”东营区环卫处工作人员
介绍。

走进“爱心驿站”，房间
窗明几净，木质桌上整齐地

摆放着微波炉、烧水壶、医药
箱等生活用品，靠墙的洗手
盆、休息椅一尘不染。“可以
添水、充电、热饭，让我们无
论在炎炎夏日还是数九寒
天，劳作之余有个休息歇脚
的地方。”环卫工人说道。

爱心驿站是公厕提质行
动中的一项便民举措。2015
年以来，区环卫处积极响应

“厕所革命”，新建城市公厕
55座。

本次设置爱心驿站，可
以说是一种爱心升级，在公
厕中设置“爱心驿站”方便户

外工作者、设置“第三卫生
间”满足母婴如厕需要，配置
无障碍设施保障残障人士如
厕安全……一系列的举措让
这片“方寸之地”展现了城市
的文明、美丽、和谐！

一座城市的厕所文化，
体现着这座城市的文明程
度。“干净的大理石地面，齐
全的洗手、净手用品，清新的
味道都让我感到很愉快。出
门在外，厕所干不干净、好不
好找很重要，公厕是我们向
外地人展示文明的一个重要
窗口。”市民陈女士说道。

公厕内还增设了“第三
卫生间”，方便母子、父女、夫
妻以及老、幼等行动不便者。

“第三卫生间内除了具有无
障碍专用厕所的卫生设施
外，还增加了婴儿护理台等
婴儿及儿童等卫生设施。”尚
廷峰介绍道。

下一步，东营区公厕将
在管理规范化、服务人性化、
使用文明化等软环境建设上
精益求精。公厕是公共场所，
需要你我来共同维护，在此
倡导广大市民文明使用、细
心呵护，共创文明城市。

东营区环卫处建立爱心驿站
给户外劳动者一个温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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