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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李莹 记者刘亿
服）日前，36个市政府相关部
门及所属事业单位共 331 项
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及行政审
批事项目录在佳木斯政府公
众信息网上公布，随之，行政
职权运行流程标准化管理内
容也将陆续公布。今后，凡到
政府部门办事的企业、群众，
其所办事项的流程、完成时限
等将一目了然。

此举标志着该市在全省
首创的行政职权运行流程标
准化管理工作正式启动，它将
有效解决政府部门不作为、乱
作为、行政效率不高导致群众
办事难的问题。

继率先在全国地级市晒
出“权力清单”，实现各部门职
责归位后，就如何解决部门履
职不到位和服务效率不高等
问题，佳木斯又开始了新一轮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探
索。他们把开展行政职权运
行流程标准化管理作为突破
口，借鉴 ISO9000质量管理体
系理念，结合行政职权运行的
特点和实际，重点在规范管理
流程和服务流程上大胆探索。

在规范管理流程上，统一
制定了行政审批流程手册和
管理手册的模板，要求各单
位按照模板进行规范。行政
审批流程手册围绕职权事
项、职权类别、职责、法律依
据等 13 项内容，重点抓好法
律依据、前置件目录、职权流
程、流程传递单、表单、形象
描述、完成时限 7个环节的规
范完善工作。通过建立两个
体系文件，规范行政裁量权，
减少灰色操作，实现了以管
理的标准化促进权力运行的
规范化，为下步建立责任清

单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规范服务流程上，政务

服务管理办公室在规范管理
流程的基础上，以简洁易懂的
语言制定服务流程，对于进入
政务服务中心大厅的流程，各
单位都进行了统一精简规范
并全部在大厅办事指南电子
屏幕上进行公示，各单位编制
了办事服务指南，公开了各个
环节、流程，明确了告知事项。

通过减少前置件、环节、
时限，规范制度、程序、文本、
公示、服务的“三减少、五规
范”，推进行政职权运行程序
在优化中“升级”。实现“一个
窗口受理、一条龙服务、一站
式办结、一次性收费”，解决了
群众办事“摸不着门”、“找不
到人”、“往返跑”等问题。

佳木斯市副市长李长梅
用两句话概括了制定行政职

权运行流程标准化的原则：
“写你该做的，做你所写的。”

目前，全市具有行政审批
流程的 36家单位共 331项行
政职权（行政审批）全部制定
了规范的行政审批流程手
册。前置件累计由原来的
2853 个精简至 1964 个，减少
率 31%，流程环节累计由原来
的 2829 个精简至 2194 个，减
少率 22%，签批环节累计由原
来的 982 个精简至 469 个，减
少率 52%，审批时限累计由原
来的 8398 个工作日精简至
2852个工作日，减少率 66%。

黑龙江大明宝贝面粉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王琛怎么也
没想到，他在 1天内竟办完了
工商营业执照。“一周前，我们
公司拓展业务，要注册一家食
用菌种植公司，没想到当天就
拿到了执照，这要在过去怎么

也得一两个月。”说起这段办
照经历王琛依然兴奋。市人
社局办理退休审批流程由 12
个环节 30个步骤减少为 3个
环节 7个步骤，审批时限由原
来的至少 60 天缩短到 20 分
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取
消了公证担保环节，不仅简捷
高效，更为贷款者节省六七百
元费用。

上半年，佳木斯市政务服
务中心接待各类服务 35.8万
人次，受理服务审批事项 32.7
万件，办结率 100%，行政审批
的高效率受到了企业和群众

的称赞。
佳木斯市市长林宽海认

为，以管理标准化促“用权”规
范化，可以实现权力运行的每
个环节都可追溯，每个步骤都
有据可查，每个过程都有人监
督，是解决群众办事难的金钥
匙。为此，这个市正在创建以

“4 张清单、2 类制度、1 套流
程、4 个平台”为主要框架的
政府权力环形流转运行体
系。进一步优化行政职权运
行程序，全面实现行政审批过
程可控、程序可查、责任可究，
不断优化经济发展环境。

解决不作为、乱作为、行政效率不高问题

佳木斯首推行政职权运行流程标准化管理

本报讯（记者韩雪）日前，记者从省教
育厅获悉，为全面改善全省贫困地区义务
教育学生营养状况，在集中连片贫困地区
国家试点的基础上，我省国家级贫困县将
全部纳入国家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
计划试点，并扩大受益学生面。

为保证营养改善计划的全面实施，我
省于今年 3月底前，对 20个国家级贫困县
学生数量、食堂建设情况进行了调研，摸清
了底数。目前，全省 20个贫困县共有义务
教育学生 40余万人，其中 11个集中连片贫
困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学生 16余万人
已实施营养改善计划，县城学校学生 10余
万人和 9个贫困县义务教育学生 14余万人
将纳入营养改善计划范围。参照国家标
准，我省营养改善计划补助标准为每生每
天 4元，每学年按在校 200天计算，每生每
学年 800元，从今年 9月 1日起执行。

同时，我省明确了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各级财政资金分担办法。9个国家贫困县
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学生营养计划所需资金
由省财政承担，11个国家试点县和9个国家
贫困县县城义务教育学校学生营养计划所
需资金由地方财政承担。对工作开展较好
并取得一定成效的县（市），省级财政将结合
教育有关专项资金分配给予适当奖励。

因地制宜，合理确定供餐模式。为了
明确供餐内容和供餐模式，我省具备食堂供
餐条件的学校实行了以食堂为主的供餐形
式，对于没有食堂的、规模较小的村小和教
学点，在听取当地学生、家长意见的基础上，
按照“一校一策”的原则制订有针对性的供
餐方案，并利用闲置校舍改建食堂或新建

“小伙房”，城区（县镇中心区）学校相对集
中、交通便利的地区根据实际情况建设了配
送中心，实行集中供餐或通过发放鸡蛋、牛
奶、水果等食品实行课间营养加餐。

此外，我省还拟定了《关于开展贫困地
区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试点工作的
通知》，通知对贫困地区实施营养改善计划
的主要内容、关键环节和有关工作提出了
明确要求，经省财政厅、省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会签后，下发至各县（市）人民政府，并
将在今年 9月 1日起全面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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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民生工作，在
《政府工作报告》中，将确定的切实保障和
改善民生工作中的32个事项列为2015年
民生实事。按照《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认真做好〈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
2015年32件民生实事的通知》要求，经跟
踪督查，截至6月末，22件实事稳步推进，
10件实事存在问题。本报自今日起对推
进民生实事中的部分亮点和问题进行深入
报道，以期推进32件民生实事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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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四版推出“新常态新作为”专版

齐齐哈尔市昂昂溪区

凝心聚力抓项目
开拓创新增后劲

本报6日讯（记者蒋国华）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
部分省区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和“十三五”时期经济
社会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6 日上午，省委副书
记、省长陆昊在北京拜会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就我省发
行专项建设债券、特高压北电南送输电工程、大庆石化基
地、“三江连通”水利工程、玉米燃料乙醇项目、申请设立哈
尔滨新区等重大基础设施和产业项目建设沟通汇报有关情
况，争取指导支持。

省发改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拜会。

陆昊在京拜会
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

□文/摄
本报记者 陈宝林 孙昊

见到林口县委书记任侃
时，已近下班时间。忙碌了
一天的他，脸上微露倦容，但
一提起最近正在运作的大型
引资项目，却如数家珍，双眼
炯炯有神。

产业驱动，招商引资上
项目，近几年在林口县风生
水起。从 2011年开始，林口
县发展的步点不断提速，连
续三年经济增速居于全省前
十。2011 年，林口在全县经
济社会发展综合指标排名中
列第 33位，到去年跃升至第
21位，工业首次跻身“全省十

强县”……这些令人瞩目的
业绩，都与卓有成效的招商
引资工作密不可分。

不过，正如任侃所言，与
周边几个县区相比，林口县
区位和资源优势都不是很突
出，却有天南地北的投资者
纷至沓来，一批颇有前景的
大项目落地开花。成功的秘
诀是什么，人海战术？还是
政策猛药？任书记总结出了
三个字：实、诚、远。

实——立足实际，
精准定位

林口有什么？外来投资
者最看中的是什么？

搞不清这些问题，招商

工作很难做到有的放矢，收
效也可想而知。任侃介绍，
近几年，他们通过深入研究
比较优势，顺应市场需求确
立了“三个定位”。一是定位
产业方向，结合资源、区位、
生产要素和产业基础，分别
制定了碳酸钙、新能源、新型
建材、电子、绿色食品等产业
发展规划，重点发展高附加
值、产业链下游项目。二是
定位产业发展目标，依托碳
酸钙资源优势，叫响“中国碳
酸钙之都”品牌；依托台湾铭
英电子及其配套企业打造东
北地区最大的电子元件生产
基地；依托丰富的石灰石资
源和区位优势，打造黑龙江

东部及辐射俄远东新型建材
产业基地。三是定位产业推
进路径，紧紧围绕全省“五大
规划”、稳增长“65条”和龙江
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发挥黑蒙东沿边开放重要

“支撑带”作用，借势发力，发
展外向型产业项目。

方向确定，发力点找准，
各种招商活动增强了针对性
和实效性，进展如火如荼。

2012 年，从东莞成功引
进台湾鼎信泓业集团铭英电
子元件项目，总投资 5亿元，
去年实现产值近 2亿元，产品
出口俄罗斯、韩国、台湾等多
个国家和地区。

（下转第二版）

林口招商：下一盘大棋
访林口县委书记任侃

杨廷制作

本报6日讯（记者邢汉
夫)自哈尔滨地铁 2 号线一
期哈北站站、火车站站、博物
馆站 3 座车站开工建设后，
剩余 16 座车站将于本月中
旬起陆续启动工程建设，预
计 2020 年年底投入运营。
这是记者从 6日哈尔滨地铁
集团召开的 2号线一期工程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的。
据了解，地铁 2 号线一

期工程全线 19 座车站，在 8
月至 11 月中旬这段有效施
工期内，哈市将主要安排 16
座车站的前期清障工作，涉
及绿化移植、管线迁移、交通
疏解、道路修建等施工。施
工期间将采用较为人性化的

临时占道办法，对实施前期
清障工作的 10 座车站，包
括：松北大道、经纬街、中山
路、公滨路等城市主干道不
进行交通封闭，设置可移动
围挡，边清障，边修建疏解道
路，最大限度减少施工给市
民出行带来的不便。

据悉，地铁 2 号线一期

工程为哈尔滨轨道交通网络
中由北部至东南的骨干线
路，经过呼兰、松北、道里、南
岗、香坊五个行政区，工程起
点为松北大学城至香坊气象
台，全长28.6公里，共设19座
车站，项目建成后，将与 1号
线和 3 号线形成“十字加环
线”的轨道交通骨干网络。

哈尔滨地铁2号线一期2020年将投运
剩余16座车站本月陆续开工

本报6日讯(记者董云平)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
陈列馆新馆和七三一旧址核心区将于 8月 15日全面对外
开放。

据了解，展览以实物展示为主，照片、图表、地图、场景
复原和视频展示并重。内容分别为“侵华日军细菌战”、“七
三一部队——日本细菌战大本营”、“人体实验”、“研制细菌
武器”、“实施细菌战”和“毁证和审判”。展览文物 10050
件，珍贵历史照片 654张，示意图 69个，表格 22个，模型 8
个，场景 7个，视频 38个，选用原队员证言 8小时，历史档案
1005页，图书资料 20本。

6日，副省长孙东生对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
列馆新馆和七三一旧址核心区进行了走访调研。他在走访
调研后表示，新馆建成后，要对那些搜集来的物证和文献资
料，进行深入地挖掘，以更好的方式表现出来。要深入研究
那段历史，研究那段历史的背景，研究那段历史给社会给人
类带来了什么。

七三一新馆15日对外开放

本报6日讯（记者贾红路）省气象台 6日发布中到大雨
预报，预计未来 5天，全省自西向东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
6~8日，大兴安岭南部、黑河、伊春、齐齐哈尔北部、绥化、哈
尔滨、佳木斯有中到大雨，其中大兴安岭南部、伊春中北
部、哈尔滨、佳木斯东部个别乡镇有大到暴雨，9~10日，我
省东部有中雨，降水同时将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
雹等强对流天气。

预计 7日白天，大兴安岭南部、黑河、伊春、齐齐哈尔、
绥化、大庆、哈尔滨阴有中雨，其中大兴安岭南部、伊春、哈
尔滨西部局地有大雨，双鸭山、七台河、鸡西、牡丹江晴转
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雷阵雨。7日夜间到 8日白天，黑河、
伊春、绥化、大庆、哈尔滨、鹤岗、佳木斯阴有中雨，其他地
区多云有雷阵雨。8日夜间到 9日白天，大兴安岭多云，其
他地区多云有雷阵雨。

省气象台发布中到大雨预报

本报讯(记者曲静)记者
日前从省商务厅获悉，全力
扩大消费规模，不断完善城
乡市场体系，全省消费品市
场保持平稳增长。上半年，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
3432.4亿元，同比增长 8.3%，

增幅位列东北三省首位。
着力扩大消费规模。

上半年，在全省范围内组织
开展了以“魅力龙江消费”
为主题的消费促进活动 68
项。不断加强市场体系建
设，安排专项资金重点支持

14 个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
和 14 个农贸市场升级改
造。大力推进“电子商务进
农村”试点工作，在去年申
请商务部“电子商务进农
村”试点建设项目 8 个试点
省份之一的基础上，今年上

半年，泰来、勃利、延寿、嫩
江、桦南、海林、方正、克东
等 8 个县（市）被国家财政
部、商务部列为电子商务进
农村示范县，获得国家专项
支持资金 1.6亿元。

（下转第二版）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居东北三省首位

本报讯（记者李晶琳）由东南大学 80后老师陶岸君创作的
“32色全国高铁图”，日前走红网络，在这个由《人民日报》推出
的“特色路线”中，哈大线被评为“高寒”之旅，跻身 8条高铁特色
游线路。

这幅非官方版的全国高铁图像地铁图一样清晰，每条线路颜
色不同。分别包括宁蓉线——“吃货”之旅，兰新线——“西域”之
旅，杭深线——“清新”之旅，京沪线——“繁忙”之旅，沪昆线——

“追风”之旅，合福线——“最美”之旅，哈大线——“高寒”之旅，贵
广线——“生态”之旅。从南京一路向西到成都，可以一路吃不
停，南京的鸭血粉丝汤，武汉的鸭脖，西安的羊肉泡馍，重庆的串
串香，成都的火锅。从杭州南下到厦门，则是小清新的看海之旅。

哈大线上榜理由：“生活”在我国北疆的哈大线，实际上是一
个“外冷内热”的直汉子。通过了风、沙、雨、雪、雾恶劣天气的重
重考验，在车外积雪 12厘米的情况下，仍能使车内温度保持在
22℃至 24℃，坐高铁“赏雪赶海”，哈大高铁打通了东北“旅游一
体化”的筋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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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侃面带喜悦地介绍起新引进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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