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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最多跑一次”提升“发展加速度”

本报讯（记者 杨梦颖）“这是
我经历过的流程最短、效率最高的一
次审批。”近日，刚刚办完公司审批环
节手续的陈鹏连连赞叹，之前从申请
到办理完立项审批环节事项，至少需
要花上两个月，现在仅仅用了 12天
时间就完成了。而这一速度的实现，
得益于区行政服务中心对传统“串联
审批”模式进行流程再造后，所创新
实施的“并联审批”模式。

在传统的行政审批程序中，各项

审批手续的顺利实施，必须在前一审
批事项完全通过后，方可进入下一审
批事项，日期累加，环环相扣，再加上
各种繁多的申报材料，就如同一个

“连环套”让人眼花缭乱。据统计，以
往建设项目从立项审批相关事项的
办理一直到竣工验收，需要跑 12个
部门，即便各个事项能一次性备齐各
种审批材料，按照正常程序和速度，
也需要至少2个月的时间。

“以前，各个审批窗口之间是串

联的关系。”区行政服务中心业务科
科长车英伟为记者打了个比方，建
设项目的审批流程就像一组电路，
审批是有先后顺序的，有不少前置
审批。前置审批未完成，后一项审批
就没法展开。“也就是说，如果有一
项前置审批卡了壳，后面的审批就
干着急。这就好像串联电路中，如果
有一截电线故障，后面的灯都不
亮。”车英伟说。

“现在，市民来办审批手续时，我

们会提供工业企业投资项目联合验
收一次性联合告知单，并且对每项内
容一一解释清楚。验收时间从至少 2
个月压缩到 12个工作日，减少群众
跑腿次数 31次。”车英伟说。建设项
目竣工后的土地、房产和规划测绘与
涉及各行政审批部门的验收事项，可
同时开展联合测绘、联合验收。截至
目前，区行政服务中心已开展联合测
绘128次，联合验收125次，位居全市
前列。

区行政服务中心并联审批打造审批“快车道”

从逐一审批到同步推进

近日，区慈善义工协会组织义工及东城街道中心小学学生一道将清凉西
瓜送给正在街头执勤的黄岩公安分局巡特警大队民警，感谢民警不畏高温守
护平安。

本报通讯员 王淑燕 摄

因工作需要，本单位拟招聘
编外合同制性质工作人员 4~5
名。具体事项如下：

1. 招聘岗位：记者（文字、摄
影、摄像）

2. 应聘条件：
（1）有较好文字功底，不限

性别、户籍；大学本科学历不限
专业，大学专科学历限新闻传播
类专业；年龄30周岁以下。

（2）有2年以上报纸、电视等
媒体采编从业经历者，可放宽至
大学专科学历不限专业、35周岁
以下。

3. 招聘办法：由本单位组织
笔试、面试后决定预录用人员，
带薪试用期三个月，之后根据试
用期表现情况正式录用。签订劳
动合同，同时办理社保。

4. 报名时间及方式：7月 16
日至 20日上午 8:30-12:00、下午
2:30-5:30，携带身份证、一寸照、
毕业证书至区传媒集团（环城北
路 1号广播电视台大楼）11楼人
监室报名；有从业经历者请附带
曾发表作品、相关工作经历证明
等资料。

5. 联系电话：84765167

区传媒集团招聘启事

本报讯（通讯员 陶 醉）“请问
下，签协议在村部哪个办公室？我想
了解我家房子签协议的事情。”“同
志，我家这个情况，怎么签比较优
惠？”连日来，在北城街道净土岙村部
办公室天天都能听到这样的对话，这
是该村村民主动前来村委会签订房
屋拆迁补偿协议的场景。

金台铁路黄岩段全长约 10 公
里，涉及东城、北城、南城三个街道，
征地 522 亩，拆迁房屋 11.4 万平方
米，其中净土岙村为全村拆迁，铁路
红线内涉拆共 300 多户 10.4 万平方
米，占黄岩段征迁工作的 90%左右。
在整个征迁过程中，经开区会同北城
街道组成攻坚工作组，改进工作方
法，推行“白加黑”“5+2”，确保工作有
序推进。

白天，为了方便群众，调动村民
积极性，经开区政策科将上午上班时
间提前半小时。办公室里，工作人员

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核查资料、计算
数据、制定协议等有条不紊进行。晚
间，他们继续驻守净土岙村，挨家挨
户走访，加班加点已经是“家常便
饭”。尽管拆迁意愿很强，但也有不少
村民在待价而沽，工作人员始终不厌
其烦地与村民们算清这笔“经济账”。

“今天签了几户？”“破了前几天
纪录，36户！”一个个数据更新的背
后是工作人员辛勤的汗水。黄昏时
分、周末时间，他们总是奔波在征地
拆迁一线，不是在开部署会议，就是
在讲政策、做工作，用实际行动将责
任扛起，把汗水挥洒在农舍村屋，将
征地拆迁工作真正做好、做实。

截至目前，金台铁路净土岙村铁
路红线内已签约 314户，签约率高达
95%。自此，金台铁路（黄岩段）红线
内征迁工作正式进入扫尾阶段，也将
为净土岙全村改造项目的实施奠定
坚实的基础。

本报讯（记者 喻杨博 通讯员
尤玙璠）“这次台风对企业影响大不
大，有受到什么损失吗？”“不大，台风
前你们就过来提醒我们做好防范措
施，没什么问题，放心吧。”7月 11日
一早，南城街道办事处工办工作人员
符茂和王威来到台州市整寰塑业有
限公司，了解台风“玛莉亚”有没有给
企业带来影响和损失。虽然从该企业
总经理郑新利口中得知企业并未遭
受损失，但符茂和王威还是仔细查看
生产车间、仓库、低洼地等重点区域，
直到确认没受到影响，他们又马不停
蹄地赶往下一家企业。

“虽然这次台风影响不大，刚走
访过的几家企也都没有遭受损失，但
只有自己一家一家去看过了才放
心。”符茂告诉记者。深入企业开展走
访调研，倾听企业需求，想企业之所
想，急企业之所急，提供细致入微服

务是南城街道践行“妈妈式”服务理
念的一种体现。今年以来，该街道按
照市委提出的“妈妈式”服务要求，深
入开展“大走访、大调研、大服务”活
动，精准服务解企业之忧难，为企业
发展提供强力支撑。

台州市黄岩吉联塑模有限公司
的两幢新厂，一幢已投入使用，另一
幢正在办理相关厂房验收审批手续。
公司负责人杨卫军告诉记者：“厂房
建好后如何尽快办理审批手续，投入
生产是我们企业发展的头等大事。街
道工作人员在走访中了解到我们的
审批诉求后，主动帮我们对接各相关
部门，并先后多次来到企业帮助解决
新厂区建设和生产过程中存在的消
防安全、用地等问题，让我们感受到
了街道对企业的真关心。”

而台州市朔翔日用品有限公司，
正迎来成立以来最大机遇和挑战

——拟在新三板上市。“目前，我们公
司正在全力准备新三板上市相关事
宜，其中房产证办理成为了此前最大
的困扰，街道工作人员在得知这一消
息之后，迅速帮我们多方协调联系，
目前房产证正在办理中。”该公司负
责人陈贤鹏谈及街道对企业的帮助
满是称赞，“街道对我们企业的诉求
真是有求必应。”

为何陈贤鹏会这样称赞？记者了
解到，此前由于该公司厂房路口狭
窄，大型货车进出不便，极易造成交
通堵塞。今年 6月，这一困扰在街道
主动协调对接下得以解决。“路口加
宽了差不多三分之一，货车进出时间
节省了一半以上，不仅方便了我们企
业，也方便了过往车辆的通行。”陈贤
鹏说。

“市委提出‘妈妈式’服务就是要
求我们对企业无条件、全身心付出、

全过程奉献、全方位关怀。对此，街道
建立了工办人员联系企业制度，通过
定时上门走访，深入了解企业诉求，
解决他们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遇到的
困难和问题，让企业得到更好地发
展，同时为了进一步拉近与企业的关
系，我们还创建了微信群方便联系。”
南城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常务副
主任郑建华告诉记者，下阶段，他们
将根据辖区内企业发展实际，继续按
照“妈妈式”服务要求，不断回应企业
发展诉求，助力企业发展腾飞。

目前，南城街道十院路新工业
区、十里铺老工业区块等工业点改造
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南城街道正在
按照坚持情感上暖心、行动上贴心、
措施上用心、机制上顺心、关系上无
私心的五心“妈妈式”服务企业要求，
全力改造提升老旧工业点，为工业点
内企业发展营造最优营商环境。

南城以五心“妈妈式”服务全力营造最优营商环境

精准服务 排忧解难

金台铁路（黄岩段）红线内
征迁工作进入扫尾阶段

破难攻坚黄岩狮 裂变发展新跨越

一块清凉瓜 浓浓警民情

本报讯 （区委报道组 周薇薇
记者 何 鹏） 7月13日上午，区委理
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交流
区级领导参加“大学习大调研大抓落
实”活动心得体会，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对浙江工作的重要指示
精神，进一步把“大学习大调研大抓
落实”活动推向深入，坚决落实省委
决策不含糊。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徐
淼出席会议并讲话。区领导陈建勋、
蔡康、柯善辉、徐华、蔡理明、卢微微、
管江志、潘禹斌、严钢、邢军明、谢焕
等参加会议。

会上，30位区领导就学习调研过
程、调研成果、抓落实成效展开了深入

交流。徐淼充分肯定了上阶段我区开
展“大学习大调研大抓落实”活动所取
得的成果。他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
将开展“大学习大调研大抓落实”活
动，作为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自觉践行“八八战略”的具体行动，
准确把握开展这项活动的意义，做到
真学习、真调研、真抓落实。各级领导
干部要通过开展这项活动，深入基层，
深入群众，解决存在的工作作风和学
风问题，真正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实
实在在推进工作。

徐淼指出，开展“大学习大调研
大抓落实”活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就是认真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工作的重要
指示精神，进一步深化对“八八战略”
这一重大决策部署的研究和认识。15
年来，浙江始终坚定不移地沿着八八
战略指引的路子在走，作为浙江的干
部，我们都是“八八战略”的践行者，
不仅要清晰地知道“八八战略”是什
么，还要深刻地领会“八八战略”的重
大意义，做到“真学、真懂、真用”。

他指出，“八八战略”不仅是引领
浙江发展的总纲领，也是一种优势论
和方法论，对当前浙江、台州乃至黄
岩的发展仍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从
黄岩来说，新一届领导班子上任以
后，聚焦发挥优势、补齐短板两大关

键，提出“忠实践行两山理论、补齐六
大短板”的战略谋局，从具体内容和
发展路径来看，补齐城市建设、产业
发展、环境建设、西部发展、公共服
务、体制机制六大短板，正是积极贯
彻“八八战略”的生动实践，非常精准
地契合了“八八战略”的内涵和实质。
下阶段，要持续深入地开展“大学习
大调研大抓落实”活动，区四套班子
领导要继续发扬“分工不分家”的好
传统，当好表率，主动担当，凝聚全区
力量，全方位增强我区综合实力，全
力推动黄岩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
向改革开放 40周年、“八八战略”15
周年献礼。

落实省委决策不含糊
真学习真调研真抓落实

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大学习大调研大抓落实”专题学习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