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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雨初霁，黄岩初级中学和黄岩中学附属小学施工现场一片繁忙，工程进
展迅速。据悉，校区主体结构已基本结顶，大部分楼房已进入装饰施工阶段，预
计7月底全面完工。

本报记者 许炀姿 通讯员 俞安琪 摄

本报讯（记者 许炀姿） 3月 12
日，区直通办、发改局、经信科技局等
单位审批业务科室负责人组成“专家
团队”走进沙埠镇繁三小微园区，开
展工业直通服务活动。“今天，我们来
之前就做了功课，提前了解了小微园
的情况以及后续需要处理的问题，把
相关涉及部门都召集过来，组团给小
微园‘把脉问诊’开‘方子’。”区经信
科技局副局长徐曼艳说。

据了解，繁三小微园区位于沙
埠镇繁三村、廿四都村，计划总面
积约 114 亩，一期区块为 47 亩。该
园区准入产业为工艺品、模具塑料
等，旨在为小微企业提供一个研发

制造的集聚园区。当天，“专家团
队”来到繁三小微园区实地踏勘，
并召开了繁三小微园区相关工作
对接会。

“繁三小微园区历史违法用地面
广、情况复杂、处置量大，目前小微
园区一期涉及到的 11家违法用地企
业都已经拆除完毕，但还有几条规划
线没有确定，请‘专家团’帮我们一
起确定下。”“关于小微园项目立项、
审批手续等细节工作，我们不是很清
楚，希望‘专家团’能帮助我们明确
下时间节点。”……座谈会上，园区项
目负责人咨询的问题涉及面很广，包
括工业企业办证、项目申报、审批手

续等。了解了大家在推进小微园项目
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难题，区直通办
主任助理肖君华表示，对于小微园目
前存在的问题将会有相关部门现场
解答，能现场解决的将即时帮助解
决。

“专家团上门提供服务，各部门
齐出手，为繁三小微园区后续工作解
决了很多问题，我们工作的方向也更
加清晰，真是太感谢了！”沙埠镇党委
书记熊伟满心欢喜。

去年以来，我区直通办联合各单
位直通服务负责人多次深入一线，了
解企业所思所想，为企业提供“五
心”“妈妈式”服务。截至目前，工业

企业服务直通平台共受理各类问题
915 件，涉及企业旧厂区改造、员工
子女入学、股改上市等，均已全部办
结。

“下阶段，我们将以‘三服务推进
年’为全年工作主抓手，充分发挥工
业企业服务直通平台的功能，通过

‘送政策、送服务，摸项目、摸需求，解
困难、解问题’，了解收集制约产业发
展的共性问题和影响企业发展、项目
落地的个性问题，实施精准破解，优
化区域营商环境，真正做到支持保护
我区民营经济发展，关心厚爱民营企
业家，为谱写‘两个高水平’黄岩篇章
贡献力量。”徐曼艳说。

本报讯 （通讯员 李婷玉 卢
丹）“现在企业发展形势怎么样，有
没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执法局协调
解决？”3月11日上午，区综合行政执
法局经济开发区中队联合黄岩经济
开发区管委会来到西工业园区开展

“三服务”活动。“企业员工私家车越
来越多，停车位又少，加上厂区门口
道路狭窄，货车难进出，高峰期更是
拥堵，希望能帮助我们解决。”园区企
业普遍反映停车难问题。

了解企业诉求后，该中队第一时
间联合开发区管委会对园区内的各
企业周边环境进行勘查，在充分考虑
人流量、车流量和区域密集度等因素
的基础上，执法人员现场敲定整改方
案，认为区块北院大道两侧绿化留地
较宽，具有建设林荫式停车场的条
件。“通过初步评估，该改造方案将在
园区内新增 300余个停车位，能有效
缓解园区企业停车问题。”区综合行
政执法局开发区中队队长林伟荣说。

解决企业停车难是黄岩综合行政
执法局扎实开展“三服务”活动的缩
影。紧紧围绕省、市、区关于开展“三服
务”活动要求，该局坚持效果导向，针
对企业、基层、群众反映的热点问题，
深耕一线，不断提升“三服务”的实效。

老东城开发区地处城乡结合部，
周边群众对当地的流动摊贩反响强
烈。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开发区中队进
一步优化排班，实施错时工作制度，
强化路段管理，确保早中晚上下班高
峰期路面管理人员到位。为确保工作
实效，该局采取个性化解决方案，针
对自产自销的流动摊贩，积极引导他
们进入附近临时疏导点；对夜间经营
烧烤的流动摊贩，引导他们进入夜市
或者周边门店内规范经营。

“服务企业、服务群众、服务基
层”没有盲点。针对部分小区群众反
映乱堆乱放、乱搭乱建等安全隐患问
题，该局主动前移执法关口，及时召
集业主、物业相关人员集体恳谈，共
同商定解决方案，进一步压实物业管
理工作职责并明确业主的责任和义
务，聚力解决小区管理的热点、难点
问题。“小区治理是城市管理工作的
重要部分，也是提升市民幸福感的关
键，我们要打通小区治理的’最后一
公里’。”该局副局长柯毅说。

直通车服务为小微园解困

“把脉问诊”开“方子”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精细化服务破堵点

坚持“三服务” 着力促发展

本报讯（记者 陈媛瑗） 3月 18
日上午，舟山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
记华伟一行来我区考察。市委常委、
统战部长单坚，区委副书记徐华，区
委常委、统战部长潘禹斌参加考察。

当天，考察团一行来到南城街道
山前村，通过听取介绍、实地参观等
方式详细了解了山前村行政村规模
调整的相关经验和做法，以及基层组
织建设、村庄综合治理等情况。山前
村面积约 0.9平方公里，现有户籍人
口565户1845人。该村去年集体经济
收入达 790万元。2015年 11月，原山
前村和官庄梁村抓牢行政村规模调
整契机，率先完成规模调整。行政规
模调整后的山前村不断突破发展瓶
颈，实现资源优化整合，取得明显成

效。考察团认为，我区行政村规模调
整资产清、工作细、班子强，实现资源
互补，强化了农村基层的组织力，做
大做强村集体资产蛋糕，让老百姓更
有获得感，值得借鉴和学习。

随后，考察团来到山前村综治工
作中心，该中心设有网格员办公室、
指挥中心等 8 个职能工作室，围绕

“全科网格、全新服务”，创新全科网
格治理模式，并将支部建在网格上，
有效发挥群众诉求受理、矛盾化解、
治安巡防等职能。考察团认为，我区
将党建工作延伸到基层治理中，发挥
党员干部群众基础，提高基层治理水
平，建设强有力的基层组织，有效促
进基层党建、综合治理、村民服务精
细化。

本报讯（通讯员 季中奎）“林
总，这是街道纪工委的举报电话，你
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如果有人向你提
出吃拿卡要或者存在故意刁难等违
纪违规行为，请及时联系我们。”连日
来，高桥街道纪工委进村入企，向辖
区民营企业负责人发送《关于征集影
响民营经济发展的不正之风问题的
公开信》，以作风效能大提升、营商环
境大改善，为辖区高质量发展保驾护
航，全力把市委“狠抓产业项目、大抓
实体经济”决策部署落实到位。

坚持问题导向，该街道纪工委严
格规范党员干部工作行为，严明纪

律，通过开展明察暗访、集中督查、随
机抽查、线索核查等形式，重点督查
街道、村两级干部职工慵懒散拖、作
风散漫、淡漠民意、推诿扯皮、履职不
力、不为乱为等问题，持之以恒纠正

“四风”。对发现的问题，明确要求涉
及到的分管领导和个人，立即拿出整
改方案，即知即改，确保成效，把铁的
纪律转化为党员干部的日常习惯和
自觉遵循，时刻坚守廉洁底线，实现
自我提升。

同时，高桥街道常态化开展警示
教育，建立通报曝光机制，对各地破
坏营商环境的典型违纪违法行为及

时通报曝光，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
增强自觉抵制各种诱惑的能力。并同
步畅通举报渠道，公布了举报投诉微
信公众号、电话、电子邮箱，主动受理
对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法律、政
策落实执行不到位、搞变通、打折扣，
涉企服务、回应企业诉求方面推诿扯
皮、敷衍塞责、效率低下等方面的举
报投诉，做到第一时间回应企业、群
众诉求。

此外，街道还延伸监督触角，聘
请了 10名区级党代表、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作为街道优化营商环境监督
员，聘期两年，主要对街道、村“两委”

干部及工作人员执行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区
委、区政府决议、决定情况，以及在服
务群众和企业方面依法行政、廉洁从
政、规范履职、服务效能等方面情况
进行监督。

“以过硬的作风建设护航市委
‘两抓’年、区委‘两年’活动，纪工委
责无旁贷，我们全力以铁律担当、铁
纪监督、铁面问责，全力打造最优营
商环境，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为
辖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有序发展提
供坚强保障。”该街道纪工委书记喻
旭说。

舟山市考察团来我区考察

高桥：为企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纪法保障

铁律担当 铁纪监督 铁面问责

黄岩初级中学、黄中附小新校区初具雏形

本报讯（记者 汪 益 杨梦颖）
3月 18日，温州市苍南县委书记黄荣
定率领考察团一行来我区考察，并就
行政村规模调整、乡村振兴等工作与
我区进行交流。区领导徐淼、蔡康、柯
善辉、龚维灿、管江志、严钢、包从家、
车献晨参加。

当天，考察团一行先后来到南城
街道山前村和宁溪镇乌岩头村，实地
走访考察了解我区行政村规模调整
的相关情况做法以及乡村振兴等方
面工作经验。山前村借行政村规模调
整机会，充分利用资源互补的特点，

成功突破发展瓶颈，开拓多种渠道发
展村集体经济，目前在建的山前村小
微园区将为村集体带来 3000多万元
的经济收入。乌岩头村则经过两次调
整，合并的数量多且情况复杂，该村
平稳完成调整的成功经验同样得到
了考察团的密切关注。

2018年，根据市委市政府统一安
排，我区开展了第二轮行政村规模调
整工作。立足于“细”，着眼于“实”，贯
穿于“稳”，注重于“融”，我区精心组织
实施，全力确保调整如期完成预期目
标。目前，全区共组建新村 127个，减

少行政村170个，减少率达35.71%。调
整后全区有行政村 306个，居委会 15
个，城市社区 28个。截至去年 9月 15
日，127个新组建村全部召开了成立大
会并挂牌。

在黄岩区•苍南县工作交流会
上，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徐淼对苍南
县考察团的到来表示欢迎，并交流了
我区行政村规模调整工作的具体做
法和经验体会。他说，行政村规模调
整工作是市委对中央、省委有关决策
部署的有力贯彻，既是政治任务，也
是发展所需，更是重大机遇。我区在

市委的坚强领导下，紧盯目标攻坚克
难，取得了一些成果，也积累了一些
经验。温台本是一家，黄岩与苍南也
应加强互动交流，深化区域合作，实
现共同发展。

黄荣定说，黄岩区行政村规模调
整资产清、工作细、班子强，创新机制
和成功经验让考察团深受启发，值得
学习借鉴。我们一定学习黄岩理念、
黄岩思路、黄岩作风，把此次考察学
习成果转化为推动苍南发展的实际
行动，希望两地未来多做交流，携手
实现高质量发展。

徐淼陪同考察

温州市苍南县考察团来我区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