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跑”变“政府跑”项目建设“零梗阻”
叶婷婷

2021年9月 日 星期一

农历辛丑年八月廿一
编印单位：中共宣城市宣州区委 第112期（总第1930期）

准印证号：皖L15-008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逢周一、三、五出版

责编责编 周健周健 校对校对 干园媛干园媛 照排照排 陈娟陈娟 本版投稿信箱本版投稿信箱：：jrxzjrxz11b@b@163163.com.com

两相见两相见 一米线一米线
安全距离记心间安全距离记心间27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
局，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中，鳌峰街
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统筹各方资
源，以“送理论”“送服务”“送关爱”

“送文明”“送平安”的“五送”志愿服
务为抓手，进一步提升群众幸福感、
获得感、安全感。

送理论。开展“举旗帜·送理论”
宣讲志愿服务行动，组建“理响鳌峰”
宣讲小分队，深入辖区各社区开展多
种形式的党史宣讲教育活动23次。
同时，邀请区委宣讲团、老党员、老兵
等为辖区群众讲述红色故事共8场，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艺术化宣讲2场，
进一步实现宣讲立体全覆盖。

送服务。围绕助力基层社会治
理，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志愿服
务，举办就业服务、物业管理、防震
减灾、应急救援演练等志愿服务活
动22场次，实实在在解决群众“急难

愁盼”问题。
送关爱。开展“关爱特困 情暖

鳌峰”“爱心捐赠 护苗成长”等志愿
服务活动，志愿者们采取走访慰问、
爱心捐赠、入户宣传、文体活动等形
式结对帮扶空巢老人、残障人士、留
守儿童、贫困母亲等辖区需要帮助
的群众，传递社会温暖。

送文明。围绕建设文明城市，街
道、社区工作人员深入小区、商户以
面对面谈话、发放宣传资料、讲述典
型事故案例等方式开展“平安建设宣
传”“电动车安全骑行宣传”“小区环
境卫生集中整治”等活动，进一步倡
导广大群众培养文明健康生活方式。

送平安。围绕常态化疫情防
控，稳固疫情防控成果，强力推进全
民接种疫苗，各社区悬挂横幅 118
条，发放宣传单页4430份，84个小喇
叭总计播放17760小时，入户面对面
宣传3122次。截至目前，鳌峰街道
完 成 已 新 冠 疫 苗 第 一 剂 次 接 种
39614人。

（鳌 峰）

鳌峰街道：以“五送”为抓手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守牢安全的底线，就要在思想
上“绷紧弦”，状态上“拉满弓”，工作
中盯准靶心“射硬箭”，把安全生产
工作做得细些细些再细些。

国庆长假即将来临，宣城高新
区管委会及企业高度重视、及时行
动，落实落细安全生产大检查，多措
并举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第三方安全服务
为园区监管加把锁

安全生产是底线、是红线，更是
生命线。9 月 24 日上午，位于宣城
高新化工园区内的楷昂化工有限公
司正在接受第三方机构专家组的安
全检查。

检查过程中，专家组从人员、设
备、技术以及化学品管理等方面落
实情况进行检查，帮助企业查找安
全隐患，将存在的问题记录下来，并
提出整改意见。

“通过我们的分析，为问题‘开
处方’，再将问题与‘处方’及时反馈
作为管理依据，层层落实安全责
任。”安徽和瑞安全技术咨询有限公
司专家倪然说道。

据倪然介绍，受高新区管委会
应急管理中心的委托，第三方机构
会根据需要检查的项目，派出专家、
技术人员到现场进行一一排查。检
查的内容主要有企业岗位责任制、
人员上岗培训的落实等情况、爆炸
范围区之内防爆电器使用情况、可
燃有毒气体检测报警器投用情况、
操作规程的安全执行情况以及现场
特种作业、作业票等管理情况。

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坚决确保生产安全

9 月 24 日上午 10 时，笔者走进

宣城美诺华药业有限公司生产厂
区，看到工人们身穿工作服、佩戴好
防护眼镜，正在各自岗位上有序地
忙碌着。

“安全生产重在细节，大家一定
要严格按照安全操作规程进行操
作，不能有半点马虎。”厂区内，常务
副总经理王刚和公司安环部部长山
世广进行日常安全检查时，对员工
一再强调安全生产的重要性。

“我们公司所有员工都会签订
安全责任书，从人员、设备、技术以
及化学品管理等方面来落实企业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已经形成了一个
非常完整的管理网络。”

据山世广介绍，安全生产重在细
节管控，是需要制度化、流程化、标准
化去操作的。只要各专业人员在所
在专业领域去落实各自责任，基本上
就能够覆盖到本专业的安全职责。

据了解，宣城高新化工园区总
面积 3.87 平方公里，涉及危化企业
14家，一般化工企业8家。

“做好化工园区的安全监管，是
我们高新区管委会的首要责任。我
们重点做了三方面工作，一方面督
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要
求企业在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加
大安全投入；一方面是聘请第三方
机构对化工园区进行安全监管，让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确保安全隐
患排查到位；最后是落实网格化包
保责任，管委会要求网格化包保责
任人每月入化工企业开展一次横向
到边、纵向到角的安全检查，确保任
何时候都不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宣
城高新区管委会应急管理中心主任
叶明军说道。

我区打造计生优质服务新亮点
近年来，我区深化改革创新，强化责任落实，狠抓人口监

测数据质量，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不断提升。

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工作，把计生
优质服务列入全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政府工作报告，将生
育支持、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计生特殊家庭扶助工作列入
民生工程，成立由区政府分管区长任组长，卫生健康、公安、
财政等部门领导为成员的领导小组，定期研究解决问题，专
题听取计生优质服务工作汇报，形成党政领导亲自抓、负总
责的工作机制。

我区建立完善生育支持体系，加强公共卫生资源配置，
在宣城市火车站、高铁站和宣城汽运总站等公共场所设立母
婴室17个。全区群众对计生政策、法律法规和优生优育知
识的知晓率达95%，对计生工作的满意度达到98%以上，在
全区营造生育友好社会氛围。

我区持续提升人口监测数据质量，落实区、乡镇（街道）计
生工作例会制度，定期开展人口形势分析。充分发挥三级计
生工作网络作用，乡镇（街道）每月开展入户访视，掌握出生人
口信息，及时完成人口数据上报和动态监测工作。加强部门
信息比对，全员人口数据库信息准确率达95%，育龄妇女信息
准确率达97%。加强全员人口信息化建设，推动基层计生干
部入户访视、信息采集、健康管理服务等常规工作智能化。

我区不断完善计生特殊家庭扶助关怀制度。全区持续
提升服务家庭发展能力，全面落实各项计生优惠政策。各项
计生奖励和扶持金足额发放到户。开展计生特殊家庭扶持
关爱专项行动，实现家庭医生应签尽签，全部建立服务联系
制度，全区28家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通计生
特殊家庭就医“绿色通道”，并将其家庭成员全部纳入家庭医
生签约中级包服务范围。

我区印发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实施方案，
按照部门职责分工，做好制度政策规范、协调监督管理、指导
业务发展，有效提高婴幼儿照护服务能力。建立健全婴幼儿
照护服务机构登记备案、信息公开和质量评估制度。截至目
前，全区共建有设施完善的托育服务机构9家。（杜爱欣）

守牢安全底线 保障生产安全
吴舒婷

为进一步加强公民的道德建设，提升居民思想道德素质，日前，鳌峰街道
宝城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织开展“9·20公民道德日”宣传活动。

黄天静 摄

“从提交材料、申领临时施工许可
证到项目破土动工仅用了一周左右的
时间。”回忆起今年4月份办理宣州经开
区邻里中心项目审批时的场景，项目负
责人章昊不由得竖起大拇指点了个赞。

而同样落户宣州经开区的宣城七
彩塑胶制品有限公司也在项目落地过
程中享受到了“超高速”带来的便捷。
原本预计50-100天的正式施工许可证
办理等待时间，在 1 月落户经开区后，
经开区立即为企业配备了帮办员，在
项目备案、环评审批、规划审批等环节
提供全方位服务，并通过“模拟审批+
告知承诺制”让企业以最快的速度拿
到临时施工许证可，实现拿地即开工，
项目“零等待”。

为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续
创优“四最”营商环境，我区在开展“模
拟审批+告知承诺制”改革的同时，各乡
镇街道和园区为企业、项目配备帮办
员，进行贴心帮扶，确保精准施策，为企
业解难纾困。

需求为导向 舒心办

9月6日上午，位于寒亭镇工业集中

区的安徽克琳黛尔智能家居有限公司
厂区内，高大的集装箱货柜正停靠在厂
房门外，运输车来回穿梭，将包装整齐
的成品运送进货柜内，等待发货。装得
半满的货柜边，帮办员袁昕和公司常务
副总经理方健聊得正起劲。

“二期项目的土地正在开展征迁工
作，我们正在全力攻克最后几户，完成
征迁后就可以进行土地平整，开始建
设厂房了。”

“太好了！我们很需要尽快扩大产
能，满足客户需求。”

据方健介绍，克琳黛尔智能家居于
今年4月落户寒亭镇工业集中区，落户
过程中，园区为他们提供了很多帮助。

“缩短办理时间，方便我们尽快开工，在
落户前，我们也没想到进度能有这么
快。”方健说道，“小袁当时跑前跑后给
我们办了许多事，原本计划是三个月办
结，后来一个月我们就办完了手续，5月
就租用了现在的厂房，开始试生产了。
现在在生产过程中，小袁也常常拎包上
门来问我们有什么需求，或者及时跟我
们沟通二期项目的进展，这种帮办服务
我们很满意。”

“克琳黛尔落户寒亭开始就由我负
责对接服务，从项目建议书的编制开
始，到预审表、前期材料准备，作为帮
办员，我还要负责跟其他区直单位对

接、收集意见，帮助立项、到发改委备
案等。”寒亭镇工业集中区帮办员袁昕
介绍道，“现在一期项目已经投产，我
们也会每周上门一次，询问企业是否
存在困难、是否需要帮助。全力满足
企业生产建设需求，就是帮办员的职
责所在。”

帮办、代办、上门办，从“企业跑”
变为“政府跑”，寒亭镇工业集中区正
以“让服务多跑路、让企业少跑腿”的
理念，通过帮办员的不断走访，为企业
提供精准“靶向”式服务，打通行政审
批快速通道，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注
入新活力。

项目为中心 全面办

“我们这些外地人，在宣城办事
最大的困难就是不熟悉地方，可能连
去哪里办什么手续都不知道。多亏
了帮办员带着我们、代替我们去办手
续，只用了几天就‘搞定了’！”9 月 6
日上午，安徽德立洁具有限公司项目
的施工工地上，满载砂石的工程车轰
隆隆驶过，挖掘机正忙碌作业，已经
基本建成的 3 号厂房正在进行内部装
修工作。

谈起项目落地过程，德立洁具宣
城项目负责人林荣洁赞不绝口：“土地

证、规划许可证资料等等，都是帮办员
带着我们到政务中心一起处理，不仅
给我们省心省力省时，也让我们能顺
利按期落户开工，现在 1 号厂房正在
建钢结构，预计这个月底钢结构就可
以完工。”

一个项目联系一个领导，一个帮
办员一帮到底，在寒亭镇工业集中
区，从立项、营业执照登记注册，到竣
工投产前所有行政审批事项，全部由
园区帮办员为企业一帮到底，而在此
过程中的供电、供水、供气和通讯等
基础设施问题，也由帮办员在与企业
沟通后予以解决。其中，涉及到第三
方公司的环评、安评、能评等，则在企
业自主选择的基础上，由帮办员充分
协助，全力减少企业在项目落地过程
中的阻碍。

“项目立项开始由帮办员上门帮
办，提前进行政策沟通和咨询，并全程
代办。项目竣工投产后，由一个科级干
部联系两到三户企业，定期收集问题并
予以解决。”寒亭镇副镇长刘高介绍道，

“目前，寒亭镇工业集中区内已立项未
开工项目 12 个，预计 9 月全部开工，等
待并联审定项目2个，年底前也将开工
建设。所有项目我们都实行全程一对
一对接、帮办，让企业投资前舒心、建设
中顺心、竣工后安心。”

巩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持续提升新时代全社会文明程度

敬亭山街道地处宣城市北
郊，下辖敬亭、巷口桥、林场、渣
溪4个行政村。多年来，街道面
对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较为薄弱
的现状，寻找发展突破口，大力
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全力推进农
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三变”
改革，大胆探索改革新模式，走
出了一条精准脱贫、产业发展、
乡村振兴同步推进的城郊村改
革新模式。目前辖区内巷口桥、
林场两个村实现了股改分红，共
计分红518.5万元。

“红领”物业暖民心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向
大地时，家住敬亭佳苑小区的
大爷大妈们开始了新的一天。
他们三两群人一起在小区里活
动活动筋骨，或者聊聊家常、陪
孙子玩耍，日子过得好不惬意！

居民赵思兵是宣城司尔特
化肥有限公司的一名工人，爱
人已经退休。现在爱人每天的
主要任务是带孙子，他只要休
息，就会帮忙搭把手。9 月 16
日上午，赵思兵带着孙子跟小
区里其他小朋友一同玩耍。

“现在，我们生活在这里，
更像个大家庭！‘红领’物业通
过党员带头做，老百姓跟着参
与做，把我们小区搞得越来越
漂亮了。”说起现在小区的环境
卫生，赵思兵连声称赞！

敬亭佳苑小区是宣城高新
区为安置高新区范围内敬亭山
街道、古泉镇和养贤乡被征收
村民而建设的标准化小区。小
区总建筑面积为182266.6平方
米，共 37 幢房屋，包括住宅 36
幢 1312 户 、社 区 管 理 用 房 1
幢。2013 年至 2016 年，宣城高
新区通过招标将小区交物业服

务企业管理，后因服务管理不
善，造成小区内环境秩序等混
乱，居民十分不满。

小区环境美不美，小区居
民说了算。2016 年，巷口桥村
党支部本着为村民办实事的理
念，成立村属物业服务站并于
2021年成立了宣城市巷口桥物
业服务有限公司，开始接手管
理小区事务，承担起物业服务
公司的职责。

“每一栋选一个党员楼栋
长，通过发挥党员的作用，由党
员来带头、村民自治共同管理，
形成支部到党员、楼栋长到每
家每户的网格化管理。从2016
年至今，小区居住的村民素质
提高了，村民转居民的意识也
提高了，大家的满意感和幸福
感也大大提升了。”巷口桥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祖朝娟
满满自豪地说道。

据了解，近年来，自“红领”
物业的入驻，特别是“住宅小区
管理水平提升专项行动”开展
以来，物业服务公司在村党支
部的领导下，即坚持“红色引
领”，把服务小区居民和支持村
级各项工作放在第一位。

抱团“取暖”谋发展

深秋时节，敬亭山街道渣
溪村党支部书记汪老虎和村工
作人员在王村组东埂段开展巡
河，就在他们的身后是渣溪圩
水毁修复工程，工程总长 350
米左右，造价52万元，于今年2
月份完工。在这次工程建设
中，渣溪村收获了联合社的“第
一桶金”。

在全面完成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后，敬亭山街道巷口桥、
敬亭、林场、渣溪4个村并没有
满足于现状，而是希望找到一
条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子。于
是，以巷口桥村为引领，带动其
他三个村决定成立敬亭山街道

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通过发
挥各自优势来抱团发展。

2020年1月18日，敬亭山街
道下辖巷口桥、林场、敬亭和渣溪
4个村发起成立了敬亭山街道股
份经济合作联合社。投资约
1500万元购买宣城金陵大饭店
办公楼约2000平米，实现村集体
资产保值增值，预计每年取得净
收益不少于30万元。联合社成
员集体土地总面积20598.26亩，
资产总额5093.31万元。

敬亭山联合社的成立为农
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发展打开了
一条新路子。

2020 年 12 月，敬亭山联合
社承接了第一个项目——渣溪
圩水毁修复工程。

“水毁修复工程任务艰巨、
时间紧迫，为了抢抓工期，我们
联合社克服重重困难，在短短
两个月时间内按时保质完成了
修复工程，并收获了联合社‘第
一桶金’。”汪老虎说道。

据汪老虎介绍，第一个项
目共盈利 9 万余元，按比例分
配 ，渣 溪 村 分 到 了 3 万 1 千
元。接下来，渣溪村将这“第
一桶金”用于环境整治及民生
工程建设中，不断提高村民的
幸福指数。

“下一步，敬亭山街道将以
‘六大攻坚、三年攀高’为抓手，
以村两委换届为契机，选好配
强村级班子，继续对标对表，聚
力发展。我们主要依托敬亭山
绿色生态资源，深入发掘农业
农村的生态涵养、休闲观光、文
化体验、健康养老等多种功能
和多重价值，持续做大做强敬
亭山街道股份经济合作联合
社，重点围绕敬亭山风景区、宣
城高新区、巷口桥一体化协同
物流园项目建设，全力做好征
迁、矛盾调处等服务保障工作，
不断提升区域经济总量和质
量。”敬亭山街道党工委书记邱
霞说道。

敬亭山街道:构筑生态宜居城市后花园
吴舒婷

★ 9月26日上午，区人大常委会机关举办党史学
习教育专题党课。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孙国梁主持；区委
常委、副区长曹俊，区大人常委会副主任钟祖胜、吴寒飞
出席。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汪成清作题为《用好环境影
响评价 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专题党课报告。区人
大常委会机关全体干部，有关区直单位主要负责人及分
管负责人，部分乡镇和宣城高新区管委会、宣州经济开
发区管委会分管负责人等参加。 （陈 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