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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牡丹江恒丰纸业股
份有限公司 5 条生产线开足马力，
抢时间、保产量，争取一季度开门
红。企业 1 月份销售量达到 15000
吨，同比增加 60%以上，达到历史最
好水平。

恒丰纸业发展的良好势头得益
于牡丹江营商环境不断优化提升。
2020 年，牡丹江市针对恒丰纸业 2
万吨食品包装纸项目开展了冬季预
办、一图会办、承诺受理等服务，助
推项目 45天内完成审批。

牡丹江特别创新了审批服务模
式，相关部门积极对接企业，主动
服务、靠前指导，压缩审批时限，简
化审批流程，各环节无缝链接。将
每项审批工作都划分为事先提示、
容缺审核、限时办结三个阶段，变
被动等待申报为主动衔接指导。

2020 年 10 月 9 日，恒丰纸业年
产 2 万吨食品包装纸项目正式投
产，再现了 2019 年恒丰纸业年产 5
万吨食品包装纸项目创造的“当年
立项、当年审批、当年开工、当年竣
工、当年投产、当年销售”的“恒丰
速度”。

以“恒丰速度”为样板，牡丹江
在建设项目审批改革上再“提速”，
即实施产业项目“一图制”“承诺
制”审批。 2020 年以来，牡丹江分
别为康安医院疫情防控病房改造项
目、市疾控中心新冠肺炎病毒核酸
检测能力提升项目、红色旅游综合
体、交通枢纽（公铁联运中心）、月
星 G3楼盘住房公积金、四城区老旧
小区改造及爱熊猫小镇等 50个项目
开展“一图制”会审，实行容缺审批，
有力保障了全市疫情防控工作、企
业复工复产和百姓民生需求。

企业的需求千差万别，如何提
供各种个性化“私人订制”？ 2020
年，牡丹江针对建设项目审批开设
了综合服务窗口，实施“一窗”综合
受理和“一件事”集成服务，及时靶
向服务各企业项目的实际需求。

针对优化办电，由市营商环境
建设监督局发起，联合多家部门出
台了《牡丹江市进一步优化电力接
入营商环境实施办法》。该办法大
力压减办电环节、减少申请材料、优
化审批方式、缩短办电时限，实现大
中型企业用户、小微企业用户平均
接电时间分别不超过 60天和 15天，
一举破解了困扰牡丹江市 30年的用
电涉规划、城管审批难问题。

释放动能

让项目跑出
“加速度”

本报讯（王亮 记者张雪
地）牡丹江市在严格落实疫情
防控各项措施的同时，在辖区
全部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入口
增设老年人“无健康码专属通
道”和老年人就医绿色通道，
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
术困难的问题，进一步方便老
年人就医。

据介绍，老年人“无健康
码专属通道”和老年人就医绿
色通道极大方便了无人陪同、
无智能手机就医的老年人。
在测量体温后，由医疗机构工
作人员帮助老年人进行健康

码的查询操作，或通过有效身
份证明、纸质证明，协助老年
人填写流调表，完成流行病学
史调查。各级医疗机构通过
多种技术手段，为老年人就诊
提供电话、网络、现场预约等
多种挂号服务。

同时，全市 1383 家基层
卫生机构“家庭医生”加大了
对高龄、空巢、失能、留守等
重点群体访视频次，结合老
年患者就近就便诊疗服务需
求，深入乡村进行流动诊疗，
靠前解决了老年人日常就医
难问题。

增设老年人专属通道
解决就医“数字鸿沟”

本报讯（记者高明）2020
年，牡丹江市电子商务交易额
271 亿元，同比增长 12.4%。
电子商务行业显现出良好的
应变能力和增长潜力，成为全
市快速恢复消费经济、带动实
体产业的重要引擎。

据了解，去年，牡丹江市
网络零售额实现 29.73亿元，
在全省位列第三名，在全省
网络零售额中占比为 5.6%；
实物商品网络零售额达到
17.24亿元，在网络零售总额
中占比 58%，排名前三的实
物商品分别为食品酒水、汽
车用品和医药保健品。非实
物商品网络零售额为 12.49
亿元，在网络零售总额中占
比 42%，在线餐饮、在线旅
游、虚拟商品位列非实物行
业前三名。

疫情期间，电商平台成农
产品上行的重要“桥梁”，大量
用户纷纷通过电商平台下单
购物，有力助推了牡丹江农产
品电商的发展。2020年全市

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 4.74亿
元，同比增长 27.6%。网络零
售额排名前三的商品分别为
粮油调味品、传统滋补品和休
闲食品，网络零售额占比分别
为55.8%、16.2%、13.5%。

与此同时，疫情也倒逼电
商行业加速创新，直播电商等
新模式迅猛发展。统计数据
显示，2020 年全市通过淘宝
（含天猫）参与直播的商品数
为3.24万个，参与直播的商品
实现零售额2.87亿元，零售量
1066.2万件；直播场次达 1.46
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近 2000
万人。

此外，从渠道交易规模来
看，新零售成为居民选择的重
要方式。越来越多的居民选
择线上下单的形式来购买生
活必需品。2020 年，全市阿
里新零售共开设3家店铺，实
现网络零售额1.57亿元，实现
零售量 1214.4万件，牛奶、食
用油、调味品等基础的民生类
产品热销。

2020年牡丹江
电子商务交易额271亿元

优化营商环境促发展
牡丹江如何发力？□张树永 德健宇 本报记者 刘晓云 高明

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落实“好差评”制度，建成民生大厦和“互联网+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1754项政务服务实现“一网通办”；自贸区绥芬
河片区复制推广全国改革试点经验170项、完成制度创新成果40项、新引进企业超过千家，获批全国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和跨境电商零售进
口试点，中俄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揭牌，牡丹江保税物流中心商品展示馆投入运营……

2020年，牡丹江市不断推进整治机关作风，转变和优化政府职能，不仅通过“改革+提速”为营商环境再加码，还通过提升政务服务、监督评价等
手段促进全市营商环境全面优化，有效激发了市场投资创业活力，让企业更有奔头，让百姓更有盼头。

“要主动靠前服务，进一步提高服务水平，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用心用情用力当好企业的联络员、信息员、战斗员和服务员，核心是当好服务员，
全力帮助解决企业实际困难，为企业营造优良的发展环境。”市委书记杨廷双说。

2021年，牡丹江如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市长王文力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围绕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多设‘路标’、
打通‘路障’，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数字政府’‘诚信政府’建设，办理要件、环节和时限平均再压减10%，强化‘互联网+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
应用、‘一网通办’实办率提高5个百分点，用‘好差评’倒逼政务服务上水平，确保‘一件事一次办好’。”

“感谢你们让我不用回牡丹江
就能解决问题，感谢你们耐心细致
的服务。”春节前，在外地打工的姜
先生，通过电话表达了对爱民区政
务大厅的感激之情。姜先生此前因
所在地的疫情管控，无法回牡丹江
注销其服装店营业执照，为此他致
电爱民区政务服务大厅咨询。

针对这一情况，爱民区政务服
务大厅特事特办，由综合窗口工作
人员主动添加姜先生联系方式，利
用午休时间为其提供延时服务，远
程指导姜先生提供委托书等相关申
请资料。同时，工作人员还积极与
爱民区税务大厅进行沟通，协助出
具清税证明，一步一步指导姜先生
使用人脸识别认证签名，最终远程
为其办理了注销业务，解决了姜先
生不能回到牡丹江办理业务的难
题。

这是牡丹江深化行政审批流程
再造、创新服务方式的一个生动注
解。政务服务以百姓需求为重点，
牡丹江进一步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
建设，扎实推进简政放权和流程再
造。2020年，全市共取消行政权力
事项102项，承接省政府下放、委托
行政权力事项15项，下放行政权力
事项16项（含下放绥芬河行政权力
15项），新调整属地化管理行政权
力事项143项。

全市在 2019年 22个“一件事”
改革基础上梳理了100件“一件事”
改革事项清单，将“一件事”改革与

“综窗”改革相结合，推出政务服务
“大综窗”模式，将市教育局、市退役
军人事务局、市司法局等60项政务
服务事项集中“一窗”办理，实现高
频事项“一件事”集成办理。

牡丹江还借鉴省内外先进地市
建设经验，选择与企业群众关系最
密切的医保、社保、不动产、公积金
等重点领域进驻民生大厦，开展政
务服务事项标准化、流程优化再造
和“一网通办”，共设置服务窗口
147个，入驻人员 660余人，进驻政
务服务事项252大项。

牡丹江市民生大厦自2020年1
月 2日投入运行以来，在疫情防控
和为民服务两不误的情况下，通过

“线上+线下”方式办理政务服务事
项突破50万件。其中，办理线上政
务服务 95848 件、线下政务服务
456775件，实现了重点民生领域政
务服务事项“应进必进”，也让百姓
办事由原来的进多门，变为“只进一
扇门”，达到了“一站式”为民服务效
果。

目前，牡丹江各县（市）区已全
部建成综合性实体大厅，实现“一站
式”政务服务全覆盖。在全市各乡
镇街道统一设置便民服务中心，实
现群众服务事项“就近办”。在村
（社区）设置便民服务站（代办员），
进一步延伸“触角”，实现便民服务

“零距离”。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更好地

接受纳税人监督，牡丹江市税务局
在办税服务厅推出了税务服务“好
差评”系统。2020年，全市共收到
了 60100条“好差评”服务评价，非
常满意率达99.6%。

竭尽所能

简政放权流程
再造只为便民

2020年，牡丹江持续深化商事登
记改革，为经济建设助力。目前，全市
企业注册实现100%电子化，线下办理
清零，推动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 1个
工作日。企业开办便利度提升强势对
冲疫情影响、带动全市创业活力的提
升。

2020 年全市新设立市场主体
31646户，同比增长 4.45%，相当于平
均每天诞生 80多家市场主体。数据
也表明牡丹江推进商事制度改革向纵
深拓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有效激发
了市场投资创业活力。

近年来，牡丹江市充分发挥全省
行政审批改革地市级试点的优势，持
续深化推动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在关
键节点做到了抢前研究、积极探索、大
胆改革，先后下好“一表制”“四证合
一”“一门通办”“一网通办”和“政银合
作”五步“先手棋”，推动企业开办服务
不断实现创新突破。

2020年7月，牡丹江通过开展“政
银合作”，开启了“免费帮、就近办”的
服务新模式。全市借助银行机构网点
多、渠道广、服务优的特性，多渠道开
通企业登记业务“绿色通道”，将登记
渠道从登记部门向金融网点延伸，从
纸质审核向电子审核延伸，为投资者
提供企业登记“随时办、就近办、马上
办”服务。

目前，部分银行网点已投放自助
打照机，市民可就近领取企业执照，这
一举措开启了企业登记和开户“进一
个门、用一个网、排一次队”的服务新
模式，分流和延伸了企业登记服务，方
便群众办事，提高企业开办效率。

市营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由银
行帮助企业申报全程电子化登记业
务，能够充分普及无纸全程电子化登
记，进一步拓宽企业进行网上登记的
途径。通过在银行设置全程电子化一
体自助机，打造“一站式”服务平台，实
现在网络平台上企业注册的申请、审
批、发照，从名称预核准到发放电子营
业执照，再到档案电子化，做到“零见
面、无纸化”，进一步推进企业登记便
利化与金融服务便利化，达到登记部
门、银行、市场主体、服务地方经济“四
赢”的效果。

“2021年，我们继续深化商事制
度改革、项目建设审批制度改革，大力
推进流程再造，进一步压减办事环节
时限，实现办理要件、环节和时限再精
简压缩10%。”市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
局长程亮说。

优化智能

平均每天诞生
80余家市场主体

图片除署名外均由牡丹江市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提供

“一站式”服务让百姓办事越来越便捷。牡丹江市民生大厦已投入运行一年多。

眼下已进入备春耕时节，连日来，宁安市的农民们积极
抢抓天气转暖的有利时机，在做好防疫的情况下，抓紧时间
做好春耕生产工作。在宁安镇兴盛村蔬菜暖棚内，菜农种
植的黄瓜、西红柿等蔬菜长势旺盛。据介绍，种植的黄瓜、
大辣椒等蔬菜赶在4月左右下来，正好打个露地蔬菜上市
的时间差，能卖上好价钱。

付文军 本报记者 高明摄

宁安菜农抢前抓早育秧忙

□文/摄 刘玥婷
本报记者 张雪地

“城市记忆”牡丹江老照
片展示馆经过 3个月紧张施
工正式开馆，为广大市民提供
了节日期间新的文化打卡地。

“城市记忆”牡丹江老照
片展示馆位于西安区百年老
街解放路和景福街交叉口，由
西安区委区政府倾情打造，展
示馆收纳了近千张原版老照
片，展示了从解放路自开铺以
来，各阶段人文风情、建筑风
貌、社会经济发展现状，浓缩
了牡丹江城市发展脉络，为广
大市民和他乡游子提供一个
忆乡情的文化氛围，为旅发大
会提供了新的文化支撑。

展馆一共分为 13 个部
分。展馆一楼分为4个部分，
分别为中东铁路、早期牡丹江
及银座通、老照片中的今与
昔、我们都是时间旅行者。展

馆二楼分为9个部分，分别为
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激情年
代、改革开放、牡丹江名人、牡
丹江经济、城市建设、百姓生
活、民俗体育、新时代的牡丹
江。

值得一提的是，展板材质
采用全省首次使用的云纹板
及金属板，云纹版特点为多角
度观看无反光，不受光线影
响，金属板有拉丝金属的立体
效果，并且部分采用仿老照片
相纸的特种纸张，力求达到做
旧如旧的效果。

“这些黑白照片看起来并
不鲜艳，却是牡丹江人永不褪
色的城市记忆。”“跟随这些老
照片，仿佛置身于那些逝去的
岁月，对家乡也有了更深的了
解。”参观的市民纷纷表示，老
照片展示馆生动展现了牡丹
江的发展历史，这些珍贵的影
像传递的信息令人震撼，观展
体验非常好。

近千张老照片
“唤醒”城市记忆

□文/摄 杜坤
本报记者 高明

大年初三，走进穆棱市
下城子镇悬羊村菌包厂，
已是一派火热的工作场
景。装袋车间里，机器轰
鸣，工人们忙着将一筐筐
栽培菌袋送入灭菌仓里，
传送带则将一筐筐菌袋送
进接菌室……

“我们工人就休息了三
天，现在正开足马力生产木
耳菌包，为新一轮木耳生产
打下坚实基础。”企业负责人
说，菌包工厂化生产不仅在
机械化水平、产品品质、生产

效率等方面实现提升，有效
增强木耳产业的市场竞争
力，更有利于减少生产污染
和资源浪费。

据了解，悬羊村引入国
内一流的菌包生产线生产食
用菌，同时安装了现代化程
控灭菌仓、菌袋传输设备，在
机械化水平、产品品质、生产
效率等方面实现提升，进一
步推动食用菌特色产业发展
壮大。不仅如此，“悬羊砬
子”项目荣获第四届“中国创
翼”创业创新大赛“创业扶贫
专项赛”三等奖，悬羊村荣登
2020 年全国乡村特色产业
亿元村榜单。

开足马力加快生产菌包

菌包生产车间。

本报讯（栾兰 记者高明）
记者 19日从牡丹江市商务局
获悉，2月份，全市又有 16户
新增限上企业通过国家统计
局的审核，为限上企业发展注
入了新动力，实现首季开门
红。

据介绍，牡丹江市采取有
效措施，积极抓好限额以上商
贸企业新增入库工作，增强经
济发展活力。全市全力培育

发展限上企业，在将达限企业
及时入库的基础上，对接近限
上规模的企业做好跟踪服务，
确保达限后及时入库；同时加
大对企业服务的力度，对于各
自辖区内的限上企业、大个
体、限下抽样单位建立沟通机
制，包片服务，积极帮助企业
协调解决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推动消费品市场继续向好发
展。

2月新增16户
限上商贸企业

参观的市民拍照留念。

牡丹江恒丰纸业生产现场。 本报记者 高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