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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赵庆川）4月13日，区党工
委会议召开，传达贯彻全市“办实事、做好
事、解难事，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
作再上新台阶”现场会精神。区党工委书
记、管委会主任王震秀出席。

会议指出，要结合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活动，做好“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规定
动作，聚焦重点，侧重难点，在办实事中优
化工作方法，在办实事中加强锻炼本领，
扎实推进社会治理各项工作。

会议强调，要推动党建＋网格化管
理，把党支部、党小组建立在网格上，发挥

“红色网格”作用。要加快综治视联网项
目建设进度，实现镇街和社区（村）视联网
项目全覆盖。要抓好网格员建设，力促完

成网格员补助提高10%、平均年龄下降
10%、月处置事项提高10%的目标任务。
要加大视频监控联网共享工作力度，建立
健全部门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工作联动
协调机制，形成市域社会治理新模式。

杨洪涛来我区督导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着眼常态长效 巩固治理成果
本报讯（赵庆川）4月14日，市委副

书记、市长杨洪涛来我区，就省级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反馈的有关问题整改落实情
况进行现场督导。区领导赵文彬参加。

在德达澜园施工工地，杨洪涛与工地
负责人详细交谈，询问“六个100%”落实
情况。当得知工地严格落实扬尘治理措
施，通过洗车、喷淋、苫盖等措施有效控尘
时，杨洪涛非常高兴，要求有关部门选出

一批扬尘治理的标杆工地，以点带面，推
进全市建筑施工领域扬尘治理工作。同
时，要加大检查督导力度，对扬尘治理不
达标的责令停工整顿、限期整改、经济处
罚、媒体曝光等，对情节严重的纳入建筑

市场主体“黑名单”。
督导中，杨洪涛强调，保护环境就是

保护生命。各级各部门、各企业要深入践
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高政治站位，
认真对待环保督察交办的各类问题，从

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工作。要坚决落实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压实工作责任，
建立整改台账，明确整改目标、措施、时
限和责任单位，确保高质高效整改到
位。要坚持标本兼治，注重着眼常态长
效，进一步提高日常环境保护监管力度，
巩固治理成果，以扎实的整改成效推动
全市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再上新
台阶。

改革后的行政审批部迅速进入角色，聚焦主责主业。 记者 路龙帅 摄

区党工委会议召开 王震秀出席

扎实推进“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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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德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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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行政审批部推行一网通办、自助办理、赠送大礼包——

行政审批升级 群众办事更便捷
□本报记者 王志强 本报通讯员 吴海华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简化办事流程，提高办事效率，节
省办证费用，一直以来，区行政审批部
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创立“双
线并行+预审承诺性”审批模式，实现拿
地即开工；推进政务信息互联共享，实
现部门间数据共享，让数据多跑路，群
众少跑腿，大大方便群众办事；不断出
台便民政策，为群众办事赠送大礼包，
让群众办事费用一省再省。

流程，一简再简

提起过去办业务的经历，经开区一
地产企业部门负责人深有感触：商品房
网签备案系统、不动产登记业务管理系
统、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系统、物业专
项维修资金管理系统等七八个系统，都
需要登录一遍，进行报备，过程较繁琐。

区行政审批部副部长李爱军介绍，
之前网上政务服务办事平台系统种类
繁多，办理不同业务需登录不同平台，
分别申请账号，且各系统信息不通，数
据无法共享，材料需要重复提交。

变化是显著的，现在只需登录政务
服务平台，就可“一网通办”。

德州市社保、医保、不动产等9大类
18个自建系统58项政务服务事项，实
现了与德州政务服务平台全部互联互
通，有效解决了办事系统分布散、办事
入口多、事项查找难、反复注册等问题，
群众办事真正实现了一次登录、一网通
办，这在全省各市中尚属首家。

在“一网通办”的背后，是德州市以
市级自建系统整合为攻坚突破点，采用
系统对接、上移和迁移三种方式，推进

“一网通办”能力提升。
“区行政审批部的审批系统一直用

的市级平台，比如建设项目一网通办
等。”李爱军说，此次升级，群众与企业
办事效率大大提升。

“一网通办”是为群众和企业办事
便捷的升级版。为了让群众办事更加
便利，区行政审批部一直在努力。最初
区行政审批部关注的是宏观的流程再
造。李爱军介绍，该部门实施流程再
造，将项目落地设定为“项目确立、联审
联办（土地手续办理）、竣工验收”3个阶
段，创立“双线并行+预审承诺性”审批
模式，实行建设项目土地征收供应手续
和项目规划、施工手续同步办理，有效
压缩建设项目落地时限4至6个月，实
现“拿地即开工”。

畅通渠道，创优政务服务的力度持
续加大，目前，对依申请政务服务事项
和公共服务事项167项，我区坚持“应
进必进、能进必进”，全部实现线上进平
台、线下进大厅，坚决杜绝体外循环、明进
暗不进。有效承接省、市赋权下放审批事
项1268项，推行“双线并行”预审机制，探
索实施容缺审批模式，为企业与群众打造
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绿色通道”。

方式，越来越新

政务服务越来越便民，看着电视上
放的、报纸上写的、微信朋友圈转的，家
住经开区的李媛媛没有感觉，认为宣传
大于实际。

直到她的亲身经历，才使她改变了
这种看法。

去年10月，她准备开一家便利店，
便先到离家500多米的东风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咨询办理营业执照相关事
宜。让她没想到，社区工作人员李红告
知：现在只要携带身份证即可在社区服
务中心办理。

于是咨询变成了办理。在李红的
帮助下，李媛媛当场在智能审批终端完
成身份校验、人脸识别等操作步骤，不
到5分钟就拿到了个体营业执照，并感
慨“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办理营业执照，

太方便了”。
令李媛媛想不到的是，她领取的营业

执照，是我市首张在社区通过智能审批设
备“秒批秒办”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区行政审批部向镇街便民服务中
心和城市社区下沉服务重心和端口，依
托大数据应用，为区内街道便民服务中
心和部分城市社区配备了企业开办“秒
批秒办”智能审批自助终端设备，并配
备专业帮办代办人员，提供业务指导、
咨询等服务，打通了企业开办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里”。
同时，我区积极开展政银合作。去

年9月10日，经开区与德州农商银行
“政银合作”签约暨工商登记自助平台
启动仪式举行。当天，中元科技创新创
业园的工商登记自助平台投用，后期，
分布于全区的10个服务网点陆续启用。

“不用排队等候，也不用各种繁琐
资料，企业注册开户、打印营业执照，几
分钟就办好了，真是太方便了。”当天，
在中元科技创新创业园服务网点，通过
自助平台，刚刚拿到营业执照的北科网
络科技（德州）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帅说。

此次“政银合作”，德州农商银行根
据区行政审批部的指导意见，收取新开
办企业的申请材料并协助企业通过“一
窗通”企业开办平台进行数据推送，由
区行政审批部审批后，直接进行营业执
照的打印、发放等工作。

政务服务不仅能在社区、银行等家
门口办，还实现了“掌上办”。

我区全面推行“不见面审批”，企业
开办可通过“一窗通”企业平台、爱山东
手机APP、智能审批终端“秒批秒办”进
行网上申报，利用“企业外网申请—工作

人员内网审核—审核结果外网反馈”运行
模式，实现工商登记网上办理，最大限度
提升“最多跑一次”和“不见面审批”率。

山东木子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企
业代表白凌通过“爱山东”手机APP企
业开办一窗通程序完成营业执照申领，
成为全市首家在“爱山东”APP上开办
的企业。

去年11月9日，企业代表白凌来到
大厅企业开办专窗咨询设立公司事宜，
工作人员告知可以通过手机实现提报
材料自助打印证照后，在工作人员指导
下，现场使用手机下载安装“爱山东”
APP。经过实名认证，通过“爱山东”
APP“创业就业”进入企业开办“一窗
通”平台，首先区域选择“山东德州市”，
点击“自主名称核准”，顺利完成企业名
称自主申报。然后发起设立登记，填写
相关资料信息后提交业务指导。工作
人员指导通过后，公司自然人股东进行
电子签名后，经审核通过即打印出证
照。全程手机在线操作，真正实现企业
登记“掌上办、零材料、即时审”。

费用，一省再省

近日，记者从区行政审批部获悉，
为加快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步伐，自4月
1日起，在德州经开区新开办的企业，免
费领取纸质、电子营业执照、5枚光敏印
章、税务UK和新开办企业惠企政策等礼
包的同时，可再免费领取一套5枚电子印
章（单位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
法定代表人名章及合同专用章），企业网
上办事更加便利。 （下转B2版）

本报讯（赵庆川）4月14日
晚，德州广播电视台《问政德州》
栏目对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进
行直播问政，期间曝光经开区多
个问题。栏目结束后，经开区党
工委立即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反
映问题整改工作，要求直面曝光
问题，清单管理、专班推进、限期
整改。

针对节目曝光的经开区工商
地税小区卫生环境差、垃圾清扫
不及时、绿化带内存在大量垃圾、
楼道内小广告乱张乱贴等问题，
经开区立刻研究部署。4月 15
日，宋官屯街道与区综合执法部
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赶赴现
场整改。现已对小区内绿化带垃
圾清理完毕，楼道内小广告正在
清理中，坑洼路面正进行修复；对
小区外绿化带聘用保洁公司集中
清理，4月15日下午小区外绿化
带垃圾清理完毕。针对小区外道
路两侧垃圾清扫不及时问题，街
道购置垃圾桶，更新原破损、污染
的垃圾桶，确保环境整洁。

“在问政德州栏目曝光问题
之后，街道办事处第一时间组织
人员力量来到了小区，并对小区
存在的问题逐条逐项进行整改，
下一步我们街道办事处将安排专
人进行盯守，同小区物业共同把
这个小区治理好。”宋官屯街道办
事处副主任齐飞说。

针对节目中曝光的农药厂宿
舍和邮电小区没有配置垃圾桶、
居民将垃圾丢在绿化带、垃圾随
意堆放等现象，长河街道办事处
迅速行动，组织人员清理邮电小
区楼道杂物和绿化带内垃圾，协调建设充电车棚解决私拉电
线问题，由办事处出资购买垃圾桶成组投放，督促物业对损坏
井盖进行更换。同时，安排保洁人员清理农药厂宿舍杂物并
建立环境卫生保洁制度，对胡同裸露土地进行铺砖，补划停车
位。此外，东七街道路修补工程正在施工。

“问题曝光后，我们迅速行动，投入资金和人力对相关问
题进行彻底整改，确保农药厂宿舍相关问题3天内整改到位，
邮电小区相关问题7天内整改到位。今后，我们将加大督导
摸排力度，充分了解群众心声，及时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
长河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马俊强说。

下一步，经开区将举一反三，聚焦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难
点堵点问题，摸清短板弱项，加大各类问题排查整治力度，千
方百计解决好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我
区
迅
速
整
改
《
问
政
德
州
》
反
映
问
题

清
单
管
理
专
班
推
进

共创共建全国文明城市共创共建全国文明城市
整改追踪整改追踪

本报讯（刘铭）4月10日，全区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
调度推进会召开。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宋世忠，区
领导任锋、孙丙峰出席。

会议传达全市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现场推进会精神，
宣读了《全区村（社区）“两委”换届候选人资格审查操作办法》。

宋世忠指出，要坚决落实好党中央和省、市委关于村(社
区)“两委”换届的各项决策部署，从严从细推动村(居)民委员
会换届选举工作。要进一步明确工作任务，严格程序标准，把
握时限要求，依法依规开展换届选举工作。要进一步加大对
村情、民情、选情动态的摸排力度，主动了解掌握、加强分析研
判，切实做好矛盾化解和风险管控工作。

宋世忠强调，要运用各种有效手段，积极宣传村(居)民委
员会换届的法律法规、相关政策和典型经验做法。要精心组
织、周密安排，突出重点、抓住关键，认真分析研判、查找不足短
板，细化工作措施、严格程序步骤，确保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村
(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

宋世忠出席“两委”换届推进会

严格程序把握时限
依法依规推进选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