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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章昕

本报讯 近日，来自万马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的徐先生感受到了

工商全程电子化登记平台的快捷

便利和办事窗口的贴心服务。

原来，由于发展需要，万马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下属一家子公司

需办理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变更及

其他相关事项。通过浙江省工商全

程电子化登记平台，徐先生足不出

户，动动手指、点点鼠标就完成了

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变更等事项的

申报，同时上传了办理股东变更所

需要的资料。“没想到，上传后仅仅

半小时，窗口工作人员就联系了

我，及时告知提交的资料有误，并

指导我重新准备资料。”徐先生介

绍说，资料再次提交后，顺利通过

了后台审核，只跑了一次窗口，就

拿到了更改后的纸质营业执照。

“以前办理营业执照，需要到窗口

审查纸质材料，往往要来回奔波好

几趟，如今，实现材料电子化、流程

网络化、服务人性化，真的很方便，

为我们节省了大量时间和精力。”

全程电子化登记是推进商事

登记的重要举措之一，覆盖了设

立、变更、备案、注销全部环节。申

请人如需办理工商登记事项，只需

登录浙江政务服务网注册用户名，

点击进入浙江省工商全程电子化

登记平台，按照系统操作流程进行

申报。以办理营业执照为例，从企

业名称申报、申请登记、电子签名

到签发电子营业执照，全程网上

走，如果企业需要纸质执照，可以

到窗口领取，也可以要求邮寄方式

送到，实现“一次都不用跑”。今年

以来，我区通过全程电子化登记平

台（全流程+半流程）办理设立登

记、变更登记的个体工商户和企

业，分别为 4300 余家和近 4000 家

次。同时，区市场监管局还大力推

行“证照联办”事项网上办，通过数

据共享、互联互通、审批简化，让群

众告别繁琐，真正在网上实现“一

窗受理、一次提交、一网通办”。

为更好地帮助群众网上办事，

区市场监管局主动延伸服务，创新

开展“政银合作”，与建设银行、工

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临安

农商银行等 5 家银行深度合作，方

便群众“就近办”。在这 5 家银行的

43 个网点，银行工作人员均会为群

众免费代办营业执照。同时，5 家银

行还选派工作人员，进驻商事登记

自助申报服务区，进行免费代办，

并现场指导商事登记网上申报，真

正让群众少跑腿，享受到优质、便

捷的服务。

全程电子化登记实现“一次都不用跑”

记者 郑逸菲

本报讯 7 日，走在於潜镇

凌口桥村，一些影响交通的附

房、破坏环境的旧猪舍、影响

村容的破房子已经不见踪影。

据了解，於潜镇村落景区

“整村销号”工作于 7 月 10 日

启动，经过 20 多天的努力，村

落景区涉及的观山、凌口桥、

百 园 、 朱 湾 四 个 村 全 面 完 成

“整村销号”任务，累计拆除违

建点 804 处，面积约 3 万平方

米。

“违建点对老百姓的生产生

活造成了一定影响，部分道路

车辆无法通行，有些猪舍散发

阵阵臭味。” 於潜镇农办工作

人员张月朋说，为了顺利拆除

违建点，发动村干部、党员组

长带头拆，对工作不力的村干

部，按照“磐石工程”红色利

剑行动，对其进行约谈。

通过多方努力，於潜镇村

落景区“整村销号”工作进展

顺利，村庄旧貌换新颜，道路

宽阔了，环境更好了。违建点

的拆除美化了村庄，也为村落

景区建设奠定基础。凌口桥村

房屋拆除后，将进行风情老街

建设，打造兼具购物、游玩等

功能的老街。

“其他村也正在紧锣密鼓地

进行村落景区建设。”张月朋说，

接下来，该镇将全力推进凌口桥

风情小镇、宋代风情老街、集

市、立面整治等项目，以及观山

村村落景区提升项目、百园精品

村百园百业和耕耕城等项目，让

村庄更美，百姓更富。

於潜镇村落景区“整村销号”顺利完成

投资 350万元，历时 5个
月紧张施工，板桥镇岙里节点
日前精彩亮相。岙里节点位于
牧松线岙里路口，是该镇小城
镇建设打造的三大节点之一，

也是该镇有史以来打造的第一
个景观节点。

通讯员 张雯君摄

记者 朱艳

本报讯 日前，昌化镇联合公

安、城管、环保、交警等部门，对石

铺村一大型违建厂区进行拆除。

该厂区位于昌化镇石铺村接

官岭小巷内，占地面积 10 亩，建

筑面积总共 7000 多平方米。据了

解，这块区域是石铺村的集体土

地，2005 年，作为场地租赁租给乙

方。乙方又将土地分别租给电路

板厂、汽修站、大理石加工点、垃

圾收购点等 7 家企业。多属存量

违建，也有部分临时搭建。

“厂区内都是低散乱企业，环

境脏乱差现象严重。另一方面，厂

区位于 02 省道附近，涉及到金属

加工环境污染等问题，周边群众

反响强烈。”昌化镇城镇管理办主

任沈海华说，4 月份以来，昌化镇

“三改一拆”办就开始摸底调查，

上门做工作，经过几十次的沟通

协调后，最终确定拆违方案。此次

结合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中的低

散乱整治行动，通过联合执法的

方式，对该地进行拆除。截至 5 日

下午，7 家企业基本拆除到位，拆

违面积达 7600 平方米。

昌化镇一大型违建厂区被拆除

岙里节点精彩亮相

通讯员 杨永焕

本报讯 今年以来，玲珑街道

严把五关，确保村级小微权力规

范化运行。

为了促使村级各项事务健康

运行，杜绝“工程上马，干部下

马”现象出现，玲珑街道组织全

体机关干部、各村两委会成员、

股份制合作社负责人、村监委主

任和报账员认真学习小微权力规

范化运行资料汇编；各村组织三

委会和村监委成员专题学习小微

权力规范运行“九规范”；组织职

能科室成员、联村干部、村监委

主任、报账员进行小微权力规范

运行知识测试，并批阅通报；各

村对小微权力运行情况进行自查

自纠，限期整改；街道成立村级

小微权力规范运行管理办公室，

逐村检查，即查即纠，一旦发现

问题立即责令整改。

当前农村基层易发多发的问

题主要集中在村级民主决策不到

位、“三资”管理不规范、工程招标

不公正、村级负债不明确等方面。

玲珑街道紧抓“消薄化债”工作为

契机，通过整合现有制度规定，全

面梳理完善村级小微权力清单，

优化权力运行流程，明确具体操

作步骤，严格执行三资管理中心

按月结账、记账、公开制度，倒逼

各村小微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确

保村级小微权力运行“九规范”在

村级重大经济性事务和社会性事

务中得到严格体现，使村级小微

权利规范运行落在实处。

玲珑街道
严把五关规范小微权力运行

记者 穆宇鸿

本报讯 近日，区“三改一拆”办

联合水利、“五水共治”办等相关部

门，对各镇街“无违建河道”创建工

作进行年中督查。

督查组一行主要检查各镇街无

违建河道推进情况及“一河一档”、

“一案一档”台账资料建档情况，并

核查 1—7 月已拆违建点是否按要

求拆除到位，并积极做好与镇街问

题点的对接、协商工作，争取合力完

成创建任务。

今年，南苕溪、昌化溪、太阳溪

等 6 条河道将创建“无违建河道”总

长 150 公里，在这目标基础上，我区

自我施压，将昌南溪也纳入创建行

列，以“6+1”的模式，争取创下 7 条

“无违建河道”。

目前，太阳溪、昌南溪、南溪、天

目溪已经完成无违建创建目标。年

初，经过摸底调查确定的 20 余处河

道违建，面积达 3157 平方米。其中，

必拆点 14 处，面积 1400 余平方米。

现 10 处已拆，2 处正在拆除。

涉水违建不仅破坏河道生态和

水质环境，还影响行洪安全，8 月是

防汛防台的关键时期，区“三改一

拆”办及时会同区水利部门对各镇

街河道有安全隐患的涉水建筑物进

行检查，对发现的部分涉水违建进

行现场交办，要求拆除违法建筑、消

除安全隐患。

接下去，我区将继续加密巡查

力度，加大河道拆违控违力度，借势

借力，合力攻坚，确保 7 条河道无违

建创建工作保质保量按时完成。

我区多部门
督查“无违建河道”创建工作

记者 高红波 通讯员 沈文婷

本报讯 8 月 1 日起，我区全

面启动营运车辆网上审验异地签注

工作。今后，普通货运车辆以及客

运车辆均可实现网上自动审验，网

上审验通过的车辆，企业无需到窗

口提交审验相关的资料，收到相关

短信即代表审验通过。

营运车辆网上审验是将所有

与车辆审验相关的数据都通过数

据共享或者资料上传的方式汇聚

到运政系统，由当地运管机构发

起自动审验。审验合格或者不合

格都会有短信通知企业经办人。

审验合格的，且车辆不出浙江省

范围运输的，办事群众就不用再

跑窗口办理；若车辆需出省运输

的，则可到距离最近的运管部门

签注，也不用特意回发证地盖章。

审验不合格的，短信会告知审验

不合格原因，企业根据情况在运

政服务大厅提交车辆信息备案，

提供合格信息证明，再由运管工

作人员进行审核。

我区启动
营运车辆网上年审异地签注

治水拆违

天目清风

遗失公告 马旭晖遗失残疾证，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