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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顾敏)5
月15日，城区中心粮库扩
建工程现场，施工人员正
在加紧进行4号平房屋顶
封顶施工。确保夏粮收购
期间，这座仓容1.05万吨
的智能化粮库投入使用。

我市十分重视粮食收
储工作，把城区中心粮库
扩建工程列入年度市政府

为民办实事项目。扩建工
程于 1月初开工建设，新
建 2 栋 3.2 万吨仓容的高
大平房仓、1 栋粮农综合
服务中心，总投资2200万
元，同步进行智能化粮库
升级改造，配套粮农综合
服务中心、粮食烘干中
心、一站式结算中心、码
头等附属设施。项目全部

建成后，我市城区中心粮
库年购销粮食能力将超过
10万吨。

扩建工程施工期间，
面临建材上涨等诸多不利
影响，市粮食局积极应
对。目前，仓容2.15万吨
的2号仓主体已完成一半
工程量，粮食检验综合楼
主体已经封顶，预计扩建

工程项目将在 10 月份全
部竣工并交付使用。

市粮食局负责人介
绍，城区中心粮库对一期
工程已建成的粮食烘干中
心、中心化验室进行设备
检测，夏粮收购期间城区
中心粮库将从烘干、检
测、收储、销售等方面满
足本地托市收购的需求。

城区中心粮库扩建进展顺利

本报讯（赵年粉）西溪景区认真贯
彻惠农政策落实专项活动的部署要
求，摸清底数和资金流向，对排查出的
问题坚持边查边改，同时建章立制完
善长效管理措施，坚决维护群众合法
权益。

该区对各单位惠农资金管理使用
情况进行全面排查，对发现的问题逐
笔落实整改，对整改程序不严谨、措施
不规范或工作不到位的，及时督促整
改达标。健全制度，着手修订完善惠
农资金管理、惠农补贴“一折通”、惠农
政策公开等制度，确保管好用好各项
惠农资金。

西溪景区开展惠农
政策落实专项行动

本报讯（记者 夏静
华 通讯员 生亚伟 韦
婷）连日来，市水务局通
过学习讨论、家风家训
教育、组织廉政谈心等
多 种 形 式 深 入 推 进

“510”警示教育，进一
步增强系统党员干部廉
洁自律意识和拒腐防变
能力，营造风清气正的
良好环境。

该局组织党员干部
观看《永远在路上》等警
示教育片，开展家风教
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
筑牢拒腐防线。同时，
以“清廉中国”为主题，

面向全系统广泛征集微
电影、动漫、公益广告等
微视频作品。

利用“党员活动日”
开展支部活动，在系统
内组织开展“风清气正
这五年”征文活动，讲述
所见所闻所历，真实反
映身边的人和事，体现
全面从严治党带来的新
变化、新成效。

局领导班子成员按
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和“一岗双责”的要求，
排查廉政风险点，落实
整改措施，完善廉政风
险防控机制。

水务局扎实开展
警示教育

本报讯（朱友华 余
卫成）近日，45 对栽有
野牵牛花、长春藤的花
盆吊挂在弶港镇前进路
两侧灯杆上，形成了一
道靓丽风景。

今年弶港镇把创建
森林小镇与提升街道环
境、水体环境、发展林业
经济相结合，先后投资
1122万元，新增绿地面
积近11公顷，绿化覆盖
率提升至近 41%，人均
公园绿地达17.8公顷。

该镇把河道岸线绿

化作为重点，投资 364
万元完成河道清淤、护
坡造型，集中打造了中
心河、公园河绿化驳岸
等四个工程。在弶上人
家、港城安置区等 5 个
集镇居住区栽植红叶石
楠、紫薇、小叶黄杨等
树种，在憩园草坪内设
置弯曲路径、石凳、石
桌等休闲设施。以市场
运作手段，重点完善提
升 700 亩苗圃，储存枇
杷、阳山水蜜桃等苗木
达16万株。

弶港镇创森林小镇
重在品位提升

前日，编者在微信朋友圈看到
一篇随笔，短短数语道出了今日新
街之美。东台人说东台事知根知
底，有新意有厚度。本土佳作首先
须是有品味的文字，配上美图美景
就是锦上添花了。欢迎广大读者参
与东台全域旅游随手拍，展示大东
台之美。

张天一

东台新街，总是给
人制造很多意外。

这个镇的人，头脑
时常刮风暴。他们能把
再普通不过的韭菜搞出
一个产业；把土得掉渣
的柿子树成片栽植，进
入初秋一片火红，也弄
成一个产业。至于再普
通不过的船用救生圈，
他们照样能销遍中国，
卖到海外。

这里的人，好像决
底要与他人不一样。就
这个黄海之滨旮旯，出
了将军、出了残奥冠
军、出了奇才画家等
等。这片土地风水的确
不错！

可能是近代实业家
张謇的荫照吧，这个镇

的方东村已经是远近闻
名的林果旅游村。漫生
活、林中乐是新街叫响
的口号。今天天高云
淡，我拍的这几张照
片，就是九莲寺周围的
景色。一个小时走下
来、看下来，还是觉得
这里的人，他们的大脑
的确与众不同。以小投
入就地画圈、就地取
材，撬动出一个个精妙
的、个性化十足、与众
不同的景点。我只能说
他们用了聪明的大脑，
在看似简单中创造出不
简单。

今年，新街要建成
森林小镇，现在看来，
梦想已近在咫尺。相
信，明年的新街还会
给我们制造一个个意
外。

新街随笔

编者按

左图为百盛广场健康服务现场，上图是市区茶城
花园社区卫生服务站医生登门为瘫痪在床老人诊
疗。张一峰 丁秀芹 摄

5 月 18 日清晨，市卫计委即组
织人民医院、中医院、疾病控制中心
等医疗机构人员到百盛广场，向晨
练市民宣传家庭医生服务，提供健
康卫生咨询。同日，全市 23 家基层
卫生院及相关医疗机构按区域集中
为社区群众开展签约服务，并对特
殊病人提供上门服务。

自去年下半年我市推进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以来，全市签约服务居
民已逾6万人。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日

（上接第一版）实施外商投资企业“并
联审批”，大力整合资源，达到“一套材
料申报、一个窗口受理，一个工作日办
结，一并发放批准证书和营业执照”的
效果。以工商登记和食品经营许可为
切入口，创设“二合一”登记许可程序，
简化登记注册与食品许可审批的流
程，将原来单独申请工商登记和食品
许可审批的时限缩短50%，申请材料
减少三分之一。尝试“社区一照”和

“一照多址”登记模式，节约企业运营
成本。推行简易注销登记，受到省工
商局的充分肯定。

围绕”线上办理不要跑、线下只要
跑一次”这一服务理念，市场监管局将
推行服务前置再造办事流程。将许可
的前期咨询与辅导由“柜内”转向“台
前”，在所有窗口设置导服台，配备专业
帮办队伍，负责登记前期指导。开辟重
大项目行政许可“绿色通道”，在特色产
业园区设立“服务工作站”，落实专人指
导服务、集中办照、快递送照上门。

全面推行许可办理“全城通”。建
立无界受理办结、事中事后按区管理
的通申通办机制，对涉及市场监管领
域的行政许可事项，无论大小难易，申
请人自主选择全市任何一个窗口申
办，按照“就近受理、落户审核”的原
则，由受理窗口直接向申请人发放证
照等许可决定。

深化登记信用“承诺制”。在大力
推行企业登记信用承诺制的基础上，推
行个体工商户登记名称自主选择，经营
场所自主申报，经营范围自主决定。探
索个体经营豁免登记。创新个人独资
企业简易设立（开业）登记承诺制。

实施并联审批集成办理。试行营
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照整合联
办，申请人可同时申请办理营业执照
和食品经营许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
框架内，进一步简化审批流程，实现

“一次申请、一套材料、一次核查、一次
办结”。

实行政银合作免费代办。强化与
金融机构和各镇（区）的通力协作，在
镇（区）提供项目代办服务的基础上，
推广银行网点代办制度，探索政银企
互利合作模式，在各代办网点放置服
务手册、操作指南、申请表格、示范文
本等，积极推进金融机构网点参与企
业登记代办服务，组织代办服务人员
集中开展培训，加快行政许可与金融
服务有机融合。

全力推行互联网申报。加快推进
全程电子化登记和电子营业执照应
用，许可流程条件先行网上公示，优化
移动端APP、QQ、微信服务，完善全程
电子化受理审批体系。引导申请人通
过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进行前期咨询。
承办人进行网上审核、网上反馈、视频
网签、一次办结。

创新创优没有止境。市场监管局
负责人表示，系统上下将坚持深层解
放思想，主动作为担当，使“放管服”真
正实现放到底、管到位、优服务，为推
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高水平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多作贡献，再立新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