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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做好规定工作，因地制宜，该新建
的新建，该升级的升级。要用好“有事
好商量”协商议事室，把政协协商延伸
到基层，努力实现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
有效衔接，界别协商与乡镇 （街道、园
区） 以及村 （社区）、企事业单位协商
议事室工作有机衔接，进一步夯实执政
基础，提高执政能力。
在听取关于江浙商业广场及温州商
城房屋征收相关情况的汇报后，叶冬华
指出，兴化的街巷肌理、空间格局等本
底很好，但城市建筑的高度不够，城市
现代化气息有待增强。要乘势而上，算
好城市发展的长远账，在实现社会效益
的基础上扩大经济效益。要以江浙商业
广场及温州商城房屋征收为契机，促进
兴化批发市场、建材市场有效整合，实
现整体质态提升。
在听取省委巡视及省纪委专项督查
反馈问题整改情况汇报后，叶冬华要
求，要充分认识省委巡视及省纪委专项
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的政治性、重要性和

紧迫性，进度要再加快，倒排时间、倒
逼进度，确保按时保质完成各项整改任
务。措施要再靠实，每项整改任务都要
有落实、有变化、有成效。沟通要再加
强，以诚恳的态度和过硬的工作成效赢
得上级认可。
在听取“六保”专项巡察反馈问题
整改情况汇报后，叶冬华强调，要围绕
“六保”任务，对已经完成的整改措
施，认真组织“回头看”，确保成果过
硬。对未完成的整改措施，要严格对照
整改方案、整改时限，挂图作战、对账
销号，确保专项巡察整改工作取得实
效。
会议还讨论了 《关于进一步规范领
导干部请假报备、客情报送和接待工作
的意见》，听取关于“升级版”技防城
相关建设情况的汇报、农村集体经营性
土地入市工作情况汇报、违规出借财政
资金问题整改情况汇报和关于 《兴化市
国企改革转型实施方案》 制订情况的汇
报。

市政府召开第三十八次常务会议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张巍巍）9 月
15 日晚，市长方捷主持召开市政府第三
十八次常务会议，听取讨论《兴化市国企
改革转型实施方案》、关于“升级版”技防
城相关建设情况的汇报等事项。
市财政局汇报《兴化市国企改革转
型实施方案》后，会议经过讨论原则同意
《实施方案》。方捷要求，针对国有资产
管理缺少闭环、侵占利益不主张等问题，
要在严肃查处、敢于亮剑的同时，围绕提
高国有企业资产质量和发展能力，推动
国有资产在国有企业这一平台上高度集

成、规范运作、保值增值，真正将优质资
产变为发展资本。同时，要进一步厘清
国有企业与政府部门的权责关系，加快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严
格资产资金监管、绩效评估考核和风险
控制，保证企业制度化、规范化运行。
会议听取市公安局关于“升级版”技
防城相关建设情况的汇报后，原则同意
建设方案。方捷指出，抓好“升级版”技
防城建设，既是落实省高质量发展考核
个性指标的硬性任务，也是加快我市大
数据建设、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的有力举

措。他强调，
“ 升级版”技防城建设涉及
资金大、投资项目多、建设要求高，要严
格按照新出台的《关于完善政府投资项
目管理的意见》，在精准核定概算、规范
项目管理的基础上，强化项目跟踪审计
和竣工决算审计，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
益，确保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形成管
理的闭环。
市领导徐立华、丁春华、刁德林、刘
汉梅、沈德才、刘忠、牛世杰、孙玲玲、曹
伯高参加会议。
市领导余建年、刘玲洁列席会议。

寻味蟹都 纵享舌尖上的蟹香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张娈鸾）“秋
风起，蟹脚痒。”每到九、十月份，大
闸蟹就成为了首推的时令美食。9 月 16
日，我市举行“寻味蟹都”兴化蟹美
食大赛，全市 28 个乡镇代表队的厨师
们以大闸蟹为原材料，将蟹钳、蟹
膏、蟹黄、蟹腿、蟹肉、蟹壳等各尽
其用，创造出琳琅满目的蟹宴佳肴。
最终垛田街道、安丰镇、戴南镇获得
一等奖。
上午 8 点，兴化迎宾馆中餐厅内飘
出阵阵鲜香，各乡镇参赛队的厨师们已
经陆续赶到活动现场，开展紧张的烹
饪。记者在现场发现，陈堡镇的参赛作

品摆盘尤为精致，特别是一道“芙蓉蟹
斗”，在干净的蟹壳里铺满橙红色的蟹
黄和嫩嫩的蛋白，再用紫苏叶、香菜
叶、枸杞点缀，色泽鲜亮，十分诱人。
陈堡镇的徐师傅告诉记者，他从事餐饮
工作已经 30 多年，这些菜都是自己在
平时工作中琢磨研制出来的，今天来参
加比赛，他更是在摆盘上下了功夫，准
备了许多精美的雕花装饰菜品。
经过两个小时的烹制，大厅内的展
桌上已经摆满了精美的食物。古法蟹酿
橙、蟹粉炒饭、水晶蟹方、盐焗螃蟹……
几百道跟螃蟹相关的美食让人大开眼
界，垂涎欲滴的舌尖诱惑让现场诸多人

员驻足欣赏。经过评审人员对各个菜肴
味、香、色、形、器、意、养七个方面
的综合评分，最终评出一等奖 3 名、二
等奖 6 名、三等奖 9 名。
“很开心能获得此次大赛一等
奖，借助此次大赛的契机，我们安丰
镇将更加注重规范螃蟹产业的发展。”
安丰镇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下一
步，该镇将致力于河蟹生产的规范
化、品牌化发展，进一步传播安丰镇
的河蟹美食，推广我市的“品蟹赏
菊”旅游品牌。
市委副书记葛志晖、副市长刘汉梅
参加活动并为获奖乡镇颁奖。

我市推进食品领域行政执法暨行政复议应诉工作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陆 铃）为进一
步推进我市食品领域行政执法工作和行
政复议应诉工作，巩固“省级食品安全示
范城市”创建成果，9 月 15 日下午，我市
专题召开食品领域行政执法暨行政复议
应诉工作推进会。
会上，市市场监管局、市公安局食药
环侦大队、市司法局汇报了近年来我市
食品领域行政执法工作、行政复议应诉
工作相关情况。开发区相关负责人、行
政执法人员代表、法制审核人员代表、行

政复议应诉人员代表作交流发言。
副市长刁德林要求，要提高站位，认
清形势。当前，我市食品领域行政执法
工作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要用“最严
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
罚、最严肃的问责”，确保人民群众“舌尖
上的安全”。要务实举措，公正监管。强
化责任担当，提升办案质效；做好移送执
行，形成办案闭环；加大曝光力度，增强
执法威慑。要坚强队伍，严以用权。严
格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切实把权力关

进制度的“笼子”，确保全市食品和监管
队伍“两个安全”
。
针对行政复议应诉工作，刁德林强
调，要坚持复议为民，定分止争；坚持思
想重视，应诉尽诉；坚持加强沟通，形成
合力，以更加良好的精神状态、更加扎实
的工作作风、更加有效的工作手段、更加
明显的工作成效，为推动法治政府建设
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法
治保障。
市政府党组成员曹伯高主持会议。

兴化市行政审批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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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城市创建再发力 窗口服务行业再提升

叶冬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
本 报 讯 （全 媒 体 记 者 刘 晴 汪
翔） 9 月 16 日上午，市委书记叶冬华主
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听取省政协和
泰州市政协“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工
作座谈 （推进） 会精神汇报，讨论 《中
共政协兴化市委员会党组关于充分发挥
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建好用好“有
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室的实施意见》 和
《中 共 兴 化 市 委 关 于 成 立 “ 有 事 好 商
量”协商议事室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的通
知》 等事项。
在听取省政协和泰州市政协“有事
好商量”协商议事工作座谈 （推进） 会
精神汇报，讨论 《中共政协兴化市委员
会党组关于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
作用、建好用好“有事好商量”协商议
事室的实施意见》 和 《中共兴化市委关
于成立“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室建设
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时，叶冬华强
调，要按照省委、泰州市委的要求，建
好“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室，围绕
“三个全覆盖”，对照“六个有”标准，

行政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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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化市人民政府
关于“9·18”试鸣
防空警报暨城市
防空防灾人口
疏散演练的通告
“9·18”是全省防空警报统一试
鸣日，为增强广大市民的国防观念和
防空防灾意识，警示民众居安思危、
勿忘国耻，检验我市警报设施性能状
态，定于 9 月 18 日（周五）上午 10 时至
10 时 19 分，在全市范围内统一鸣放防
空警报。
警 报 鸣 放 次 序 为 ：鸣 放 预 先 警
报，鸣响方式为鸣 36 秒，停 24 秒，反
复三遍为一个周期（时间 3 分钟）；间
隔５分钟后鸣放空袭警报，鸣响方式
为鸣 6 秒，停 6 秒，重复十五遍为一个
周期（时间 3 分钟）；间隔５分钟后鸣
放解除警报，鸣响方式为连续鸣长声
（时间 3 分钟）。
在全市警报试鸣期间，将组织城
区部分社区居民、中学生进行防空防
灾疏散演练，并对城区部分路段交通
秩序进行管控，
请广大市民保持镇定，
维持正常的工作、
学习和生活秩序。
特此通告。
兴化市人民政府
2020 年 9 月 4 日

为全力冲刺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
市，行政审批局深入开展文明城市创建
工作，狠抓窗口服务行业管理，提升工
作成效。
狠抓“规范化”建设，全力“树窗
口形象”，深入开展“争先、进位、创
优”大讨论活动，激励窗口人员实干担
当，营造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浓
厚氛围。完善窗口管理，制订实施 《政
务服务中心窗口及工作人员管理办

法》，完善窗口人员选派调整、考核评
价、值班巡查等措施，不断优化窗口工
作人员队伍结构，激发工作活力，提升
服务水平和服务效能。强化日常巡查，
充分运用随机暗访、监控抓拍等形式，
对作风建设情况进行常态化监督检查，
形成不能违、不敢违、不想违的机制约
束。对照服务规范的要求，对窗口工作
人员进行检查，抓好问题的发现和整
改，同时做好群众投诉的受理和处理。

组建大厅志愿者服务队，每天安排
5 名志愿者提供志愿服务，引导办事群
众有序排队，文明办事；不断优化政务
服务大厅环境，在办事大厅增设刻章、
免费复印等服务点，配备便民药箱、针
线包、雨伞、饮水机，设置手机充电
点、报刊阅读点、母婴室等便民设施，
为办事群众提供全方位服务。
制定出台 《入驻市政务服务中心窗
口部门“局长进窗口服务日”活动实施

深化文明城市创建 加快打造魅力兴化

方案》，要求各部门单位主要领导每月
到窗口不少于 1 次、分管领导每周不少
于 1 次现场指导工作、听取群众意见和
建议等；深入推进“一网、一门、一
次”改革，进一步改进和提升政务窗口
服务水平。活动自开展以来，市商务
局、住建局、交通局、税务局等 14 个部
门的负责人走进市政务服务中心窗口，
听一线声音，解一线难题，截至目前，
服务次数达 200 多次。
（万凤青）

优化服务，
助力文明城市创建

倾听您的呼声
接受您的投诉
为您排忧解难
9 月 17 日上午 11：00——11：45，
市科技局负责人将走进兴化市融媒
体中心《12345·政风热线》直播室，就
科技局政风行风等相关热点和难点
问题，和广大听众、网友进行交流，欢
迎您踊跃参与。
欢迎拨打现场热线参与互动：
83320520、83320521、83320522
节目不仅通过兴化电台
（FM101.9）直播，还将通过“兴化微视
听”公众号、
“ 今日兴化”APP 视频直
播平台与广大网友见面。

遗失启事

●遗失兴化市嘉维运输有限
公司税务登记证（纳税人识别号：
321281699392035），声明作废。

《兴化日报》
兴化新闻微信
数字报手机版

为全面完成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
市创建工作，进一步开展小区环境
“清整家园 共建文明”集中行动，高
标准做好文明城市小区管理、部门履
职和包保工作，连日来，行政审批局
积极行动，会同社区迅速组织包保小
区“地毯式”检查，改善居住环境，
提升城市品位，舒展城市文明新画
卷，在炎炎夏日掀起了新一轮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工作热潮。
8 月份以来，市行政审批局会同昭
阳街道集中利用文明城市创建最后冲

刺阶段的两个月时间对惠景园小区环
境进行全面整治，规范配套生活垃圾
分类设施，实现垃圾分类收集，垃圾日
产日清，垃圾收集设施设备干净整洁；
落实公共区域日常保洁，安排专人进
行巡查，加大清扫频次，强化楼顶楼道
等卫生死角垃圾清扫，及时清理“牛皮
癣”小广告，对污损墙面进行美化、粉
刷；落实洒水降尘措施，加强绿化养
护，及时清理杂草、枯叶，督促施工单
位对施工场地进行围挡，落实文明施
工措施，确保各小区环境干净整洁，面

貌焕然一新。同时，清理小区内乱栽
乱长的树木，协调住建局集中砍伐，不
仅美化了小区，又为低层居民生活采
光提供了方便。同时在公共区域铺设
水泥地面，增加机动车停车位，解决小
区用户机动车乱停放问题。
此外，在小区内发放宣传单、问
卷调查表以及文明城市创建倡议书等
公益资料，通过设置公益广告，悬挂
宣传条幅等方式，扩大宣传范围，提
高宣传质量，提升群众知晓率，为创
建工作营造良好氛围。
（曹亚伟）

近日，
兴化市政务服务中心税务窗口收到
一面星湖湾小区开发商代表住户送来的锦旗。
原来，星湖湾小区四期一直未能办理产
权证，近六十多家住户的小孩需要产权证报
名上学，住户十分着急，多次找开发商寻求
解决方式。经过多方协调，在距离报名截止
日期还有两天时，开发商将相关资料带到窗
口申请办理产权证。税务窗口得知情况后，
特事特办，立即安排绿色通道，工作人员放
弃休息时间，加班加点。在办理过程中容缺
受理，减少老百姓集中聚集窗口引发混乱的
情形，窗口工作人员先将资料整理好，集中
开票，老百姓分批前来确认签字。经过窗口
工作人员的努力，仅用一天时间就为纳税人
办理好契税完税证明，
帮助学生顺利报名。
政务服务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一个城市
政务形象，为更好的服务老百姓，助力文明
城市创建，税务窗口推出预约服务、延时服
务、上门服务等多种服务方式，进一步拓展
网上、掌上、线上、自助办税缴费业务范围，
优化办税方式，让办税服务更贴心，增加老
百姓对政务服务的满意度和获得感。同时，
提升窗口业务水平、强化窗口服务意识、转
变窗口服务态度、提高窗口应变能力等，扎
实推进窗口创建文明城市工作。 （沙 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