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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气东台公司坚
持创新驱动，加快提升企业
智能制造水平，实现跨越发
展。目前，公司正打足产能，
冲刺全年目标。图为工作人
员正在装配中。

本报讯（记者 顾敏）连日来，市城管执法大队
严格对照标准，抓紧补齐短板，做好精细文章，以
系统整治保长效，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助力。

禁止出店经营，营造良好秩序。该大队发放
《致广大经营业主的一封信》，采用宣传车定点播
放和执法车流动宣传相结合的方式，使广大商户
了解创文要求和市容环境管理标准。采取全天候
不间断巡查、无缝隙监管，变被动查处为主动规
范管理，采取专人定点巡查与执法车辆巡查相结
合的模式，让出店占道经营无机可乘、无处遁
形。通过划定重点区域、一般区域，使管理工作
目标明确，稳定推进。实施错时执法、联合执法
和日常巡查相结合的管理模式，有效遏制出店占
道经营等违法行为反弹回潮。

聚焦车辆停放，养成文明习惯。全面开展非
机动车乱停乱放专项整治，因地制宜对市区主次
干道、人行道统一设置非机动车停放区，施划停
车线，解决非机动车无序停放及无处停放的问
题。据统计，大队在市区主次干道划停车线7000
多米，设置非机动车停放标记、标识60多套，顺向
停车箭头400多个。加强入户宣传，增强市民规
范停车意识。同时，在路段醒目位置设立警示
牌，并在鼓楼路商业步行街安装非机动车限位
器，使车辆停放更整齐美观。

清理台阶斜坡，做到还路于民。组织人员开
展专项清理行动，铲除市区主次干道两侧商铺私
设的台阶斜坡，消除隐患，畅通道路。截至目前，
共出动执法人员50余人次，连续6天清除600多
处私设斜坡。

拆除临街违建，净化市容环境。开展对临街
违法建筑物、构筑物等设施的专项整治行动。对
市区主次干道临街违法建筑物、构筑物、乱喷乱
涂的小广告、未经批准设置的户外广告设施进行
登记。向广大市民和商户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发
放《责令自行拆除通知书》，逾期未整改到位的，
执法大队组织人员进行强制清理和拆除。截至目
前，共出动执法人员 150余人次，各种机械设备
12台次，清除90多处构筑物等设施。

凝心聚力抓整治
城市面貌换新颜

记者 陈美林

细细品味东台，不难发现一方水土一方美，千年的
文明史孕育了这座城市灿烂的文化和淳朴的民风。改
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市文化事业更是蓬勃兴起，处处闪
耀着人文之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星罗棋布，乡村文化
旅游事业蒸蒸日上，文化惠民服务惠及千家万户。正
是这日新月异、多姿多彩的文化事业，润泽着我市百万
人民的生活。

公共服务遍及城乡 文化东台持续惠民

步行街上，一座崭新的城市书房成了市民们新的
去处。木色生香的屋内，徐徐墨香从书页中飘散，择一
处台阶或木椅，静享一份恬静、一份悠然。

城市书房建设是我市今年推出的一项文化惠民工
程。回顾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不难发现，我市公共文化
服务得到了提质增效，文化因子越聚越多，凝聚成我市
独特的人文气息。

这样的文化气息是县工人文化宫的热闹气息，
1984年，县工人文化宫增建一幢4层活动大楼，正常开
展图书、曲艺、体育、电视、展览、讲座等活动。这样的
文化气息是文化馆、文化站的蓬勃发展，1987年，县文

化馆新建1300平方米4层文化活动楼1幢，开辟游艺
室、展览厅、画廊、舞厅、书报室、放映室和书场。至
1987年末，全市有乡镇文化站30个、文化中心18个、
农村文化室350个。这样的文化气息是新华书店的遍
地开花，1979年，县新华书店兴建3层图书营业大楼1
幢，并陆续在台城、三仓、安丰、时堰、头灶、富安开设8
个门市部和30个乡镇销售点。

这样的文化气息，更是四十年里，我市精心织就的
公共文化设施网络覆盖城乡。

一座座市级重点场馆平地而起。文化艺术中心举
办了一场又一场亲子动漫剧、音乐剧、专场音乐会，点燃
了东台城的文化盛宴；市图书馆连续五次被评定为“国
家一级馆”，总藏书量120多万册，而今按照“江苏一流”
的标准建设的新图书馆已有雏形；市博物馆里，可以穿
越历史，看东台的历史沿革、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

一处处文化遗迹被传承和发扬。四十年里，西溪
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古城、董永七仙女文化园、塔苑
……曾经的文化遗迹，如今大放光辉，成为市内外游客
趋之若鹜的休闲景点，西溪旅游文化产业园被评为盐
城市首批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江苏省影视基地、江苏省
重点文化产业园区。安丰古街也迎来了新生，居民住
的庭院、商贾开的店铺……都以崭新的面目和谐共生，
置身其中，仿佛穿越千年。（下转第二版）

人文之光润泽幸福之城

本报讯（记者 朱江 通讯员 张祖勇 徐海琴）近日从
市科技主管部门传来喜讯，位于溱东镇的华威标准件有
限公司、江苏东阁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江苏金坤科技
有限公司、江苏润明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江苏威尔五
金有限公司、江苏华星电力环保设备有限公司、远洋船
舶配件有限公司等7家企业通过2018年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认定。

近年来，溱东镇坚持以培育、发展和提升高新技术
企业为科技创新抓手，紧扣产业发展需求，加大科技招
商、产学研协调创新力度。按照广泛发动、重点培养、
择优推荐的原则，参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标准对初步

符合条件的企业进行调研，分层次有计划地开展高新
技术企业培育工作，指导初步符合条件、技术含量高、
发展前景好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意
识，加大研发力度，加快科技成果转化，规范各项规章
管理制度。加大对入库备案高新技术企业的精准服
务，制定个性化培育计划和工作方案，针对企业在申报
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一对一提供“保姆式”服务，
做好申报准备。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培育将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
力、核心竞争力和企业品牌形象，为培植产业发展优势，
提高发展质量提供有力支撑。

溱东镇7家企业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位于经济开发区的新
技机械在汽车电缆与建筑电
缆 领 域 占 有 重 要 的 市 场 地
位，产品除在国内销售外，还
出口到东南亚、印度、南非与
欧洲等国家和地区。

记者 张莉琳 摄

本报讯（记者 许翰文 通讯员 张计玉）近日，市
人民法院召开服务民营企业新闻发布会，介绍依法
服务民营企业的基本情况、特色做法及工作打算，
并发布3起典型案例。

近年来，该院充分发挥审执职能，紧密结合企业
司法需求，扎实开展“暖企行动”，拓展法官走访企
业的深度、广度和精度。先后出台《为中小企业转
型升级提供司法保障》《开展“服务企业深化年”活
动十项措施》《东台市人民法院关于为全市“五个新
实践”提供司法服务的实施意见》等多个文件，依法
服务和保障我市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坚持契约自由、平等保护原则，依法认定企业间
融资效力及民间借贷利率保护区间，解决企业融资
难题。建立挂钩服务企业制度，排梳企业司法需
求，将服务关口移到前，把经营风险防在先。常态
化开展“商事审判进园区”活动，组织资深法官深入
园区，开展巡回审理、法制讲座，发放《企业经营法
律风险提示40条》和司法建议，帮助企业防范法律
风险，为全市经济转型发展提供更优质的司法服
务。

市法院召开服务民营
企业新闻发布会

本报讯（记者 叶东升
通讯员 杨广才）12 月 4日
下午，随着东台市荷玛电
竞网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从市政务服务中
心全智能办照系统快速打
印出来，标志着江苏首份
全智能办理营业执照在我
市诞生。

当天，荷玛电竞网络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申请人马
经理来到市场监管窗口，
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直
接通过全智能办照系统进
行身份认证、名称自主申
报、录入登记信息、上传住
所证明、完成电子签名，然
后系统后台自动审查核
准、自助打印营业执照。
整个过程仅两道流程，全
程“人机对话”，短短半个
小时就可领取营业执照。
而在过去，申请人从准备
申请材料、网上填报数据、
向窗口提交纸质材料，到
工作人员受理、审查、核
准，到最终自助打印营业
执照要经过六道流程，至
少要一天时间才能办结。

去年9月，我市在全省
率先实现了个体工商户自
助办照和各类市场主体自
主打照。随着“不见面”审
批（服务）改革的深入推
进，不少企业迫切希望进
一步深化自助办照，最大
限度地简化申请流程，缩
短办照时间。今年，市场
监管局遵循“机器换人”发
展趋势，继续设计开发全
智能办照系统，对原有的
自助办照一体机进行升级
改造，企业登记业务以计
算机软件审查取代人工审
查，办照时间随之压缩至
半小时左右，真正实现了

“不见面”审批。据悉，今
后市场监管局将对各镇区自助办照系统全部升级，
明年上半年有望实现全智能办照镇区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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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导 读

个税改革民企减税幅度明显
红利更多惠及中低收入人群

>>详见第4版

责任编辑：王君蓉 版式设计：征 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