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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里办是一款基于浙江政务服务网

一体化平台能力的APP，是全省掌上办

事官方唯一入口。“浙里办”囊括“掌上办

事”“掌上咨询”“掌上投诉”三大核心功

能板块，以及查缴社保、提取公积金、交

通违法处理和缴罚、缴学费等数百项便

民服务应用。

年红成绩单半
| 记者 付露波

绿能热电是我县高新区城北园区

唯一一家热力生产企业，为园区70%的

企业供热。前段时间，一条新增电网线

路从企业上方跨过，为保证施工安全，

绿能热电厂需停运15日。想到一旦停

止供热，将给园区带来上亿元的经济损

失，企业负责人急得上火。高新区经发

局闻讯而至，一场由部门一把手牵头的

“能源保供战”立即打响。仅十天时间，

通过开辟临时接电线路，企业及园区顺

利渡过难关。

这件事就发生在我县开展的“三

服务”活动中，成为企业、群众和基层

的需求在哪里，“三服务”就跟进到哪

里的生动写照。2021年新春伊始，我

县召开“聚力三进三服务、五个先行开

新局”行动动员大会。会后广大党员

干部迅速行动，用脚步丈量民情、用真

情听取民声、用实招破解民忧。半年

时间，涉及基层群众切身利益的一批

民生问题得到妥善解决，一些企业发

展瓶颈得到及时破除，“三服务”活动

取得显著成效。

专业化帮扶践服务初心

“幸好有GEP绿色金融贷，解了我

们资金上的燃眉之急。”浙江上青元智

慧电力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亚羽介绍，目

前公司正在建设一个近零碳电力产业

园项目，急需资金支持。在金融工作

“三服务”活动中，德清农商银行了解情

况后，经过GEP核算决策支持系统核

算发现该企业的GEP核算值正增加，

立即开通了绿色审批通道，并予以低至

5%的优惠利率。仅三天时间，上青元

智慧电力就获得了4900万元的贷款

授信。

金融支持是企业发展的源头活水，

如何拓展融资渠道，“贷”动企业发展？

我县聚焦绿色金融，日前创新推出全省

首个基于单个项目生态价值核算结果

的GEP绿色金融贷，通过科学量化评

估项目生态效益，以项目生态价值为重

要授信参考依据，为项目主体提供绿色

金融增信支持。“GEP绿色金融贷给了

我们更高的授信额度和利率优惠，有了

这笔钱，我们发展的信心更足。”张亚

羽说。

谈起德清的营商环境，湖州万腾实

业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蔺翔竖起了大

拇指，“以往项目走完前期的审批流程

要两个月，现在只要一天时间，可以说

帮助我们实现了二期工程与一期进度

无缝对接，节省了几百万的运行成本。”

据悉，在万腾实业投资10.4亿元的绿色

智造及电子信息创新基地二期项目拿

地当天，就同步获得不动产权证、建设

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实实在在享

受到了“拿地即开工”的甜头。

“按照常规要求，由于工程建设项

目审批流程涉及部门多、环节多、材料

多，成为企业开展项目建设时最头疼的

环节。”县建设局相关负责人说。将企

业的难处看在眼里，今年以来，我县不

断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减少审批前

置条件，推行部门“预审”服务，实现多

个环节同时起步、并联办结，助力项目

加速开工。在此背景下，县建设局放开

手脚，联合县发改局、县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成功试点“四证联发”，受到企业交

口称赞。

服务不止，常做常新。据悉，自今

年我县开展“三服务”以来，坚持问题导

向、靠前发力，截至7月中旬，累计走访

企业8190家次，解决问题3680个。

精细化治理见为民情怀

近期，县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通过

数字城管油烟智能化监管平台，发现位

于云岫路的一家饭店显示离线状态，情

况反馈后队员立即上门检查，检查后发

现店家未开启油烟净化装置。“老板，店

里的油烟净化装置一定要开起来，平时

定期清洗，做到正常使用，店里明亮整

洁，客人也更愿意来你们家就餐……”

在执法人员的督促劝导下，商家现场进

行了整改。

“我县约有餐饮单位1500余家，一

方面满足了大家的餐饮需求，一方面也

带来了油烟扰民的问题。”县综合执法

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仅去年一年，我县

涉油烟类投诉件达188件，成为亟待整

治的民生问题。为做好“源头把关”，县

综合执法局在全市率先开展餐饮油烟

在线监测系统建设工作，目前，餐饮单

位油烟净化装置安装率达100%。通过

高压严控、联合管控和精密智控，今年

以来，全县涉油烟类投诉件同比下降

37%。

乘着数字化改革东风，我县还将

“三服务”活动聚焦到扶残助残上，积

极回应“残疾人出行难”等社会关切。

点击“我德清”微信小程序，一幅涵盖

超市、酒店、医院等15类无障碍设施点

位的“无障碍数字地图”，免除了残疾

人群体出行的后顾之忧；通过“数字助

残”阳光服务平台，残疾证办理、康复

辅具申领等业务可以便捷办理……怀

着“一个都不能少”的民生情怀，我县

将“三服务”的暖风吹向更广阔的

人群。

既从“心”为民办实事，又从“实”为

基层减负，成为我县开展“三服务”活动

的真实写照。今年以来，我县大刀阔斧

向机构牌子多、职责事项多、工作台账

多、政务APP多、上墙制度多、考核督查

多、创建评比多等“七多”问题“开刀”，

按照“总量控制，优化合并”原则，撤销

标准不高、建而不用等各类特色空间65

个；倒排28个村（社区）阵地进行重点

提升，整合各类阵地188个，着力为基

层卸下“千斤担”。

步履不停，服务不止。接下来，我

县将持续深化拓展“三服务”活动，围绕

民生所盼、企业所求、基层所需，做到力

度再加大、服务再优化、标准再提高，全

面打造“三服务”2.0版，为我县高质量

发展积蓄蓬勃力量。

| 记者 杨名

连日来，记者走访建发集团重点建

设项目，施工场面繁忙有序。今年，建

发集团共实施项目50个，其中续建30

个，新建15个，储备5个。截至目前，康

乾安置小区、丰桥港改造工程(景观三

期)即将完工，浙工大附属中学、邻里中

心、人民医院停机坪、浙工大配套用房

等一个个项目落地建成，城市综合承载

能力不断增强，城市建设提质增效。

来到建发中心项目现场，旋挖桩

机、实型桩机等设备同步施工，挖掘机、

混凝土搅拌车穿梭其中忙个不停。据

介绍，该项目总建筑面5.7万平方米，共

23层，上部是集团办公用房，包括酒店

餐饮、酒店住宿、地下停车场等配套工

程，项目预计2023年 10月份全面完

工。考虑到项目两侧都是高楼，施工上

采取混合搅拌壁式地下连续墙施工法，

以保证项目安全高效。

加快路网建设，持续优化市民出行

环境。乾元大道（南延）是今年我县路

网体系中打造的城市道路之一，该工程

北起304省道，南至舞阳街南延，道路

全长约760米，沿线两侧有金鹅山安置

小区、康乾安置小区（二期）等多个住宅

小区。

集团下属城投公司总经理陆德林

告诉记者，该项目所在地块为软土地

基，整个施工难度较大，前期利用了三

个月时间，进行了黄沙堆载预压处理、

深层排水等一系列路基处理作业，来提

高道路承载力。为了抢回路基处理上

花费的时间，项目部成立了专班组，倒

排工期，加班加点推进。

此外，建发集团还扎实推进城西路

网建设，随着硅谷路、联合路等多条道

路的建设，城市功能品位得到进一步

提升。

“严总，现在已经开始土地招挂

拍流程了，您办理土地报名的时候

要切记上传项目准入确认书，同时

缴纳保证金，最后直接竞买报价流

程……”7月14日上午，乾元镇经发

办副主任祝建明与杭州奥立达电梯

有限公司负责人严友华进行第5次

线上会商。作为乾元镇半年度的招

商成果，该项目从招商到落地仅一

个半月。

探究这一惊人速度的背后，是乾

元镇树立“一切围着项目转、一切盯

着项目干”的鲜明导向，使出全过程

服务企业、全方位配备人才、全覆盖

提供要素保障等连环招，全力推动优

质项目落地所取得的成果。

杭州奥立达电梯有限公司是一家

专业生产加装梯、别墅梯、观光电梯等

大型综合性电梯制造企业，总部位于

杭州建德市。今年6月2日，得益于一

次偶然的机会，奥立达电梯与乾元镇

“结缘”，得知企业投资意向后，乾元镇

经发办专班组主动对接，并于6月14

日前往建德实地考察，了解其生产经

营情况、要素构成以及遇到的问题等。

“落户乾元的是公司年产25000

套奥立达电梯控制系统、5000台奥立

达电梯及其配件项目。建成后，厂区

容积率可达2.5左右，突破了我们2.0

的厂房建设标准，大大提高了土地集

约利用率。”祝建明兴奋地说，好的项

目怕人抢，就跟谈恋爱一样，相见恨晚。

6月24日项目顺利签约，专班组开始细化、量化项

目推进流程和节点任务，对项目进行全程跟踪服务。在

项目审批阶段，乾元镇全力落实“最多跑一次”，优化发

展环境，加快审批流程，对规划审批、施工图审批、环评

等影响项目投资建设进度的关键环节予以认真梳理，破

解堵点问题，进一步缩短时间、提高效率。

目前，项目已进入土地招挂拍，8月15日将正式进

场施工。从引进、到落地、到成交，奥立达电梯以惊人的

速度落户小乌牛山地块，跑出了乾元“加速度”。“项目为

新型智能电梯项目，主要产品为别墅梯、加装梯、一体机

控制系统，预计年销售额4.5亿元（亩均

产值1800万元）。建成后将进一步壮大

乾元产业链，为乾元发展作出贡献。”严

友华自信地说。

| 记者 杨名 通讯员 施思

| 记者 倪忆雪

日前，2021年中国科协“一带一路”国际科技组织合

作平台建设项目（以下简称“平台建设项目”）评审结果揭

晓，浙江省科协联合德清地理信息小镇科技工作者学会

申报的“‘一带一路’地理信息国际培训中心”建设项目

获批。

记者了解到，该平台建设项目以积极参与国际民间

科技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为目标，旨在通过搭建一个有

效的民间科技人文交流平台，切实推动中国科协“一带

一路”科技人文交流工作走深走实。项目共分为四大

类，包括“培育成立‘一带一路’区域科技组织/联盟”“与

‘一带一路’国家科技组织联合共建研究/培训中心”“开

展多边国际交流合作”“专题调研”。

“‘一带一路’地理信息国际培训中心建设项目，旨

在助力中国地理信息企业‘走出去’以及为‘一带一路’

国家培养地理信息专业人才，我们也希望借此契机把中

国优秀的地理信息技术和成果推广到‘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运用地理信息技术助力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

展。”作为该项目实施的具体负责人，德清地理信息小镇

科技工作者学会理事长倪涵表示，接下来，“一带一路”

地理信息国际培训中心将主动联合国内外地理信息领

域的相关组织，做深做实“一带一路”地理信息国际培

训，努力成为中国科协2021年“一带一路”国际科技组

织合作平台建设项目的典范，为建立“一带一路”科技共

同体创造良好氛围。

“一带一路”地理信息
国际培训中心落户我县

建发集团：项目建设“热浪滚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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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力“三服务”高效协同破难题

↘ 记者手记

深入开展“三服务”，归根结底是

让人民群众有更多、更实在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送服务的工作“灵感”

也应始终来源于人民。在“三服务”活

动中，我县广大党员干部坚持“哪里困

难多就到哪里服务，哪里问题突出就

到哪里服务”，通过实地走、上门看、深

入想，扑下身子找准解决企业、基层、

群众关切问题的“金钥匙”，不断创新

服务的理念、内容、层次、方法，用回应

关切的真实效果，衡量送服务的实际

成果。从十天时间打赢“能源保供

战”，到创新推出 GEP 绿色金融贷；从

两个月的审批流程一天跑完，到通过

数字赋能解决油烟扰民……桩桩件

件，俱显真情。

副省长徐文光来德清调研
| 记者 董华 白羽

昨天，副省长徐文光带队省生态环

境厅、省建设厅等省级有关部门负责

人，来德清调研城市规划建设、城乡风

貌提升、未来社区创建等工作。湖州市

委副书记、市长王纲，市委常委、常务副

市长杨六顺，县领导敖煜新、王波、赵怀

君等分别参加。

调研期间，徐文光一行来到武康

街道余英坊污水零直排区、农村生活

污水运维中心，通过听取介绍、检查水

域环境、查看农村生活污水运维平台

系统等，详细了解我县在城乡污水治

理中设施建设、资金投入、举措创新等

方面的情况，对我县污水治理取得的

成效，尤其是治理过程中数字化手段

的运用给予充分肯定。他要求，要在

持续加强城乡污水严查严控严管的基

础上，进一步探索健全有效的常态化

运维管理机制，不断巩固扩大城乡污

水治理成果，改善城乡风貌环境，为全

省做好城乡污水治理的“后半篇文章”

作出德清示范。

徐文光一行又来到地理信息小

镇，走进地信科技馆、联合国世界地理

信息大会永久会址，调研我县地信产

业发展情况，着重了解地信技术在提

升城市治理能力方面的应用和发挥的

作用，强调要抢抓地信产业在全省数

字化改革中的发展新机遇，不断激发

创新活力，争做数字化改革“领跑

者”。他还来到武康街道前溪未来社

区项目建设现场、莫干山镇仙潭村、庾

村集镇等地，调研城乡风貌治理提升、

全域未来社区创建等工作。他强调，

要始终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围绕“什么

人在这里，他们需要什么，我们能给什

么”的问题，因地制宜、坚持特色，做好

规划设计、明确功能定位、完善设施服

务，努力建设内外兼修、神形兼备的未

来社区、美好家园，更好满足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

徐文光还听取了我县规划建设和

城乡风貌情况介绍，他指出，自今年

起，全省计划每年创建一批“新时代

富春山居图城市样板区”和“新时代

富春山居图县域样板区”，德清在这

方面有基础、有优势、有思路，要坚持

走好群众路线，本着实事求是的原

则，强化理念创新，系统研究谋划，努

力打造整体风貌协调、地域文化突

出、空间体验丰富、功能活力十足的

城市风貌整治提升标志性成果，为全

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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