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ongTai Daily

东台报业网 http：//www.dtxww.com

责 任 铸 就 形 象

东台手机报 发送DTSJB至1065835919订阅XINHUA DAILY MEDIA GROUP

■主管单位 :新华报业传媒集团 ■主办单位 :东台日报社 ■国内统一刊号 CN32—0072 ■邮发代号 27—75 ■今日八版 社址 :东台市金海中路 35 号 ■广告热线 :85222315 ■电子邮箱 :dtrbs@126.com

农历庚子年十月十一 第 8335期
2020 年 11 月 25 日 星期三

详见3-20版 >>

记者 唐雅 通讯员 陈明明 陆文婷

创成全省县级唯一国家级政务
服务标准化示范项目承办单位，“放
管服改革，推进登记注册便利化”被
省政府办公厅通报表扬，连续两年
在全省营商环境评比中名列盐城第
一、全省前列……一项项荣誉背后，
是我市加快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着力打造行政效率最高、政务服
务最优、投资发展最便利营商环境
高地的决心和信心。

近年来，市行政审批局聚力打
造国家级政务服务标准化示范基
地，创新政务服务体制机制，全力推
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各项工作取
得了明显的实效。

围绕优化审批，构建审批服务
新模式。整合政务资源，打破部门
藩篱，将市场准入、投资建设、社会
事务等领域 8个部门 55 个事项统
一划入行政审批服务局。构建以

“预审批、承诺批、集成批、网上批、
代办服务、联合服务”为主要内容的

“4+2”审批服务方式。锚定“一站
服务、一号通行、一窗受理、一网办
理、一次办结、一套材料、一证创
业、一事联办”的“八个一”政务服
务目标，推行智能化、标准化、集成
化“三化”审批服务，营造不见面、
不麻烦、不用等“三不”政务环境，
打造“东台最懂你”营商环境品牌。
形成了投资项目审批、企业注册登
记、不动产登记、社会管理服务、便
民服务、公安审批服务、中介配套服
务的环岛布局，为企业群众提供“一
站式”服务。全面推行“不见面”审
批服务，开展行政权力标准化入库，
共录入十大类行政权力事项计
1090 项，编制套餐式服务指南 11
条、常见问题159问。

围绕关键领域，提高政务服务质
量水平。全面实施“一照一码”“证照
分离”“多证合一”登记改革，市场监

管、税务等部门原先12个审批流程
精简为3个，申报材料由4套精简为
1套。制订《关于构建企业开办“全智
能”+“全链通”服务机制的指导意
见》，企业注册登记实现申领营业执
照、刻制印章、社保登记等全流程0.5
个工作日办结。全省首推个体经营
豁免登记改革，让符合条件的个体经
营者免予登记就可从事生产经营。
全省首开“坐等可取、一照通行”的企
业开办新模式，将相关许可信息通过
二维码形式加载到营业执照上，无需
再发放许可证。完善预审批服务机
制，推行“用地、建设、环评”并联办理
模式，将预审批启动时间调整到土地
招拍挂程序启动之际，实现“拿地即
开工”，全流程审批100个工作日完
成，综合压缩时限30%以上。开通接
轨上海、开放沿海项目服务绿色通
道，实现上海投资东台项目企业开办
异地申请，为项目建设提供“保姆式”
服务。

围绕利企便民，建立快捷高效
服务机制。在市级政务大厅增设自
助签注机，自助办税终端机，征信查
询机，不动产登记查询，燃气、供电
自助缴费等自助设备，办事群众只
要携带个人身份证、银行卡等，即可
进行相关业务操作。连续5年开展
政务服务创新竞赛活动，引导激发
各部门窗口创新热情，形成多项在
全省全国有影响的创新成果。营业
执照自助办照系统、不动产登记“分
合并联”模式、智慧人社线上线下互
通共建等创新做法在全国宣传推
广。企业职工退休手续的办理环节
由原来的 8个精简为 4个，办理周
期由一个月精简为 0.5 个工作日。
完善政务服务评价标准，投资建设、
社会事务环岛、医保窗口、不动产窗
口上线评价系统，所有窗口配齐“好
差评”二维码和书面评价表，实现线
上线下渠道全覆盖，方便办事群众
和企业随时评价。

市行政审批局打造政务服务新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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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煜）11 月 21
日，盐城市棋牌协会来东调研指
导我市棋类运动开展工作，并为
我市棋手、德华棋院院长吴兆华
送上江苏省第八届全民健身运动
会象棋比赛冠军证书。

在 11月 6日—9日举办的江
苏省第八届全民健身运动会象棋
比赛中，我市选手吴兆华勇夺男
子成人组冠军。11月 15 日落幕
的全国象棋业余棋王赛“乐在棋
中”江苏赛区总决赛上，吴兆华再
获第二名好成绩。两项成绩连续
刷新盐城本土棋手在全省的历史
纪录，为大力提升我市棋类竞赛

水平增光添彩。
调研组一行观摩了我市少儿

围（象）棋定（升）级段位比赛后表
示，我市青少年棋类事业呈现蓬
勃向上的发展势头。希望社会各
界多多关注棋类教育活动，普及、
推广和传承棋类文化，让更多青
少年参与到这项运动中来，锻炼
思维能力、增强智力开发，推动我
市棋牌运动项目发展和竞技水平
提高。

调研组还向我市棋类运动协
会主席周群颁发了盐城市棋牌协
会副会长聘书。

盐城棋牌协会来东调研记者 班雪凡 文 刘进涛 摄

鼎立城南片区、体量达70万
平方米的大型全业态体验式商
业综合体吾悦广场，工程已进入
扫尾阶段，距开业只剩下不到30
天。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远远
望去，吾悦广场轻纱掩面，呼之
欲出的繁华商圈越发让人期待。

“为了保证 12 月 18 日顺利
进场开业，我们采取各条施工战
线强穿插，根据工作计划今日事
今日毕。”土建工程师陈飞超告
诉记者，目前大商体正在进行室
外幕墙和室内装修、软装等品质
提升，夜景灯光调试和道路绿
化、硬化也在同步进行，工人师
傅们每天加班加点，做开业前的
最后冲刺。

走进吾悦广场购物中心，室
内环绕的音乐夹杂着电锯和敲
击声，各家商户正在紧锣密鼓地
装修中。多奇妙儿童主题乐园
项目负责人张胜威介绍，本月底
场地内装修将全部完成，12月 1
日可进入试营运状态。

吾悦广场整个建筑群由商

业住宅、购物中心、主题商街三
大部分组成。其中，购物中心包
含了快时尚、巨幕影城、儿童乐
园、主题餐饮、潮流名品、大型商
超、创新科技体验等多重消费业
态。眼下，214家商铺进场装修
已达到 90%，孩子王、麦当劳、
GAP等进度较快的店铺已开始
铺货，预计 12月 15日前商场可
具备满铺开业条件。

港岛印象主题街是吾悦广
场购物中心的亮点之一。场地
充分还原了香港繁荣街道实景，
店铺构成主要是餐饮和特色小
店，主题街旁边，是占地1200平
方米的家家悦大型商超。“东台
是鱼米之乡，所以建筑外形采用
海浪元素，并进行演绎和变形，
内装区域也有很多类似小鱼的
雕塑、彩绘。”吾悦广场景观设计
师李娟表示，为了给东台市民带
来丰富的购物体验，除了引入更
多知名品牌、增加亮点打卡地
外，商场在设计上还添加了许多
东台元素，以让吾悦广场成为市
区最大的亮点之一。

峥嵘初展峥嵘初展

本报讯（记者 林惠军 杨澄
通讯员 单中华 李东明）入冬以
来，随着数十万只野鸭陆续飞临，
世界自然遗产地东台条子泥湿地
越冬候鸟大家庭显得“人气”更
旺。

或三五成群嬉戏，或自由自
在觅食，或即兴来个潜泳……日
前，记者赶到条子泥湿地公园四
号驿站拍摄迁徙野鸭的精彩表
演，巧遇北京林业大学东亚-澳大
利西亚候鸟研究中心贾亦飞博士
一行。看到眼前蔚为壮观的场景，
进行月度水鸟调查观测的队员一个
个兴奋不已。贾亦飞博士告诉记
者，仅在四号驿站这个湖里面就能
记录到各类游禽4万多只，“我国东
部常见的野鸭基本上都来了，像绿
头鸭、斑嘴鸭、针尾鸭、红头潜鸭等
等”。

得益于始终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东台沿海鸟类种群和
数量与日俱增。据观测，每年在
条子泥一带逗留停歇、繁衍生息
的鸟类有 200 多种，最高峰时超
百万只，最大的单个群体有4到5
万只，以勺嘴鹬、火烈鸟、小青脚
鹬、反嘴鹬、黑嘴鸥、凤头潜鸭等
为代表的多种珍稀濒危禽类频频
惊艳亮相，吸引了世人目光。

据北京林业大学专家团队此
次调查观测分析，这么多珍稀鸟
类对条子泥湿地情有独钟，是因
为条子泥是整个东亚—澳大利西
亚迁飞区域非常重要的一块湿
地，有非常开阔的水面，沉水植物
和饵料异常丰富。

“这里世界知名是因为鸻鹬
类，实际上对于其它的一些水鸟，
包括鸭子、天鹅、鹈鹕这些游禽来
说，也是非常重要的。”贾博士补
充说。

又现数十万级“超级军团”

条子泥成越冬候鸟
“打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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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朱祥明）11 月
24日，省委宣传部召开2021年度
全省党报党刊发行工作视频会
议。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爱
东在我市分会场参加收听收看。

视频会议结束后，我市就地
召开会议部署落实。要求各镇
区、各部门、各单位统一思想认
识，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做好

党报党刊征订发行工作的自觉性
和坚定性。要明确任务，着力创
新，努力推进党报党刊征订发行
工作顺利进行。要拓宽订阅渠
道，研究探索新思路，扩大党报党
刊有效覆盖面，努力挖掘本镇区、
本单位发行增长点。要强化领
导，通力协作，确保党报党刊征订
发行在规定时间内全面完成。

2021年度全省党报党刊
发行工作视频会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