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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直机关目标考评网络评议平台1月4日至17日正式开通，欢迎社
会各界登录龙江先锋网（http://www.ljxfw.gov.cn/）评议专栏参与投票！

市（地）和省直党政机关主要责任指标考核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公 告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曲
静）近日，省政府印发《黑龙江省“十四五”
优化营商环境规划》。规划提出，以深化

“放管服”改革为统领和主线，着力打造
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高效透明的政务
环境、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和开放包容
的人文环境，形成一批具有普惠性、标
志性的改革创新成果，奋力从跟跑、并
跑到实现超越。到 2023年，全省营商环
境便利度显著提升，迈入全国中上游行
列；到 2025年，基本建成与全面振兴全方
位振兴相适应的更具竞争力的全国一流
营商环境。

《规划》提出，要聚焦简政放权，着力
提升市场主体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共包

括五方面内容：其一，持续深化简政放
权。健全权责清单制度体系，全面实行
政府部门权责清单制度，建成权责清单
与政务服务事项联动和省、市、县有效衔
接的支撑系统，全面实施涉企经营许可
事项、备案事项等各类行政权力清单管
理，实现“清单之外无权力”，推进政府部
门职责法定化、清单化、标准化。持续精
简行政许可事项、压减微观管理事务，推
动行政许可“应减尽减”，取消不必要的
备案登记和年检认定，清理与许可目的
不相适应和非必要的许可条件，除法律、
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外，全省自设行
政许可事项力争全部取消，原则上不再
新设行政许可事项。坚持“以放为原则、

以不放为特例”，更大力度向市场、社会、
基层放权，提高放权“含金量”，依法下放
直接面向市场主体和群众的行政权力事
项，同步制定配套保障措施，确保放得
下、接得住、管得好、有监督，构建简约高
效的基层管理体制。

其二，深入推进行政审批体制改
革。坚持“精简、统一、效能、便民”原则，
以强化协同联动、整合审批职能、创新审
批方式为重点，统筹协调推进相对集中
行政许可权改革，推动行政审批服务理
念、制度、作风全方位深层次变革。推动
市县两级组建行政审批服务工作部门，
相对集中行使本级行政许可权，全面实
行“一枚印章管审批”“一枚印章管准营”

“一枚印章管数据”，全面实现“只进一扇
门、只盖一枚章、办好一件事”。

其三，全面推行行政审批信用承诺
制。梳理可适用信用承诺制的政务服务
事项清单，积极推行“信用承诺+极简审
批”模式，有效衔接事前信用承诺、事中
分类监管、事后联合奖惩各环节，构建

“信用承诺+全链条监管”的审批与监管
联动机制。健全完善行政审批信用承诺
制规则、标准和程序，形成规则公平、标
准公开、程序透明、预期明确、信用监管
的治理模式，切实提升行政审批效能，让
守信者享受更便利的审批服务，对失信者
实行“共享即惩戒”。

（下转第四版）

我省出台“十四五”优化营商环境规划

深化“放管服”改革 提升市场主体活力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晓云

在牡丹江市公安局 11楼，有这样一个部门：这
里 24小时灯火通明，年节无休；听到最多的是电话
铃声，传递最多的是指令——这里就是牡丹江市公
安局指挥中心。

2021年12月15日，在北京召开的平安中国建设
表彰大会上，牡丹江市公安局指挥中心荣获了“平安
中国建设先进集体”荣誉称号。这也是全省公安系
统唯一一个获此殊荣的单位。

8日，记者走进牡丹江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探访。
宽敞明亮的大厅里警情铃声不断，接警、派警、综合
保障等工位上的警员全神贯注，高效而有序地展开
工作。一块硕大的警情综合显示屏上，主城区各大
交通干道尽收眼底，各类警情动态和数据分析滚动
播报，各个勤务点位巡防警组实时呈现。

平安是百姓的期盼，有平安才有民安。在牡丹
江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没有惊心动魄的一线抓捕，
没有家长里短的入户走访，没有抽丝剥茧的现场勘
验……但在这里，一根根电话线，一段段电波，连接
着市民的期盼，守护着城市的安全，实践着“对党忠
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庄严承诺。

去年的一天，牡丹江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接到报
警称有人持刀抢劫车辆。接警后，指挥中心立即启
动区域公安警务协作机制，向车辆可能逃往的四地
公安机关发送协查通报，并提出围捕建议。仅仅 4
小时后，嫌疑人在逃往外地的路上落网。

这是牡丹江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日常工作的一
个缩影。自平安中国建设启动以来，牡丹江市公安
局指挥中心将群众满意度作为工作的根本出发点
和落脚点，结合牡丹江实际，不断创新工作方法，努
力打造群众最信赖的“110”服务品牌，使牡丹江市
公安局指挥中心成为全省公安系统一面闪光的旗
帜。

如何更好地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牡
丹江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围绕平安中国建设总体要
求，不断推进“情指勤舆”一体化机制建设，率先在
全省建立了“接处同步”新型警务指挥模式。即“接
警”和“处警”两个环节同时进行，实现了警情受理
与处置同步推进。此创新模式极大提高了警情处
置效率。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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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前召开的平安中国建设表彰大会
上，我省荣获多项荣誉。其中，一市三区被
授予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区荣誉称号，一
市一区捧得“长安杯”，3个集体和3名个人被
授予平安中国建设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荣誉
称号。本报今起开辟专栏，对这些获奖集
体、个人、市、区的典型经验、典型做法进行
深入报道。

开 栏 的 话

习近平同白俄罗斯总统
卢卡申科通电话

习近平同马耳他总统
维拉通电话

详见第四版

□滕嘉娣 邢丹

“我们已按检查组提出的整改意见
进行了整改，700个停车泊位全部向患者
免费开放。”日前，面对前来回访调研的
哈尔滨市纪委监委专项督导组，该市某
医院停车场负责人介绍。

停车场乱收费、监管缺位、权力寻租
等问题一直饱受群众诟病。省纪委监委
去年启动城市公共停车管理行业突出问
题专项整治，重点围绕违规设置收费停

车场（位）、违规设置收费标准等问题开
展监督检查，规范停车管理行业秩序。

这是省纪委监委深入整治群众身边
腐败和作风问题的一个缩影。一年来，
省纪委监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立足职
责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通过一次次监督、一项项整治、一个
个案件，着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
感、安全感。2021年，全省纪检监察机关
共查处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 11228

个，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 13749人，给予
党纪政务处分11227人。

点题整治 细处着手精准发力

“感谢你们！第二笔 40万元今天已
经给我了……”前不久，齐齐哈尔市纪委
监委干部接到了市民管海宗打来的电
话。2016年，管海宗承包了市金湖湾项
目部分抹灰工程，工程结束后，包括工人
工资在内的 110万元工程款被施工单位

恶意拖欠，管海宗不得不四处奔波求
助。对此，该市纪委监委高度重视，立即
与市住建局、市信访局及龙沙区政府对
接。在多方合力督促推动下，施工单位
分两期将工程款结清。

该问题的圆满解决，与一场全省铺开
的房地产领域信访问题专项整治“回头看”
密切相关。2018年，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
房地产领域信访问题，纪检监察机关会同
有关部门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专项整治，推
动化解了一批信访积案。 （下转第四版）

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我省深入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

本报10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
者那可）10日，省政协召开十二届六十七
次主席会议，根据中央和省委有关安排，
建议省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召开时间调
整为2022年1月22日至25日。

会议传达省委书记许勤在省委常委会
上关于政协工作的讲话精神，听取关于省
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有关事项调整的说
明。省政协主席黄建盛主持会议并讲话。

省政协副主席郝会龙、赵雨森、宫晶

堃、张显友、马立群、刘睦终、庞达、韩立
华、曲敏及秘书长夏立华出席会议。

会议强调，许勤书记的讲话，站在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
进人民政协工作重要思想，推动我省政协
事业发展、助力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的高度，充分肯定了过去一年省政协所取
得的成绩，对进一步做好政协工作提出了
6个方面的要求。讲话体现了省委对政协
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全面领导。对6个方面

的要求，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抓好贯彻
落实。要进一步加强党对政协工作的全
面领导，坚持政协工作正确政治方向，积
极开展协商议政、有效推进民主监督、广
泛凝聚各方面力量，不断加强自身建设，
更好地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为龙江振
兴发展再创新辉煌作出政协应有的贡献。

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黑龙江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
告（讨论稿）》《政协黑龙江省委员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以来提
案工作情况的报告（讨论稿）》，省政协主
席会议关于 2021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
议通过了《关于表彰黑龙江省 2021年度

“政协工作创新奖”获奖单位的决定》《关
于表彰 2021年度省政协履职优秀委员的
决定》《关于表彰省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
优秀提案的决定》《关于表彰省政协十二
届四次会议提案先进承办单位、提案先进
承办工作者的决定》。

黄建盛主持召开省政协十二届六十七次主席会议

建议省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召开时间调整为本月22日

本报10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米娜）10
日是第二个中国人民警察节，9时，全省各级公安机
关统一举行庄严的升旗仪式。在省公安厅机关升旗
仪式现场，民警们面向警旗肃立，行举手礼并齐唱警
歌，重温《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誓词》。

你的平安，我的节日。为迎接警察节的到来，提
升公安队伍打击犯罪、服务群众的能力和水平，我省
公安机关以冬季整训为契机，在岗迎节，以训迎节。
哈尔滨市公安局举办特种车和装备展示暨“冬季整
训”集中宣传日活动，科技信息化支队展示了高清动
中通卫星通信车、应急通讯指挥车等特种车辆的功
能特点，并现场进行调度测试。全省各市地公安机
关也以实战需求为导向，以能力提升为目标，同步开
展比武竞技、岗位练兵、专项培训等实战练兵活动，
练出精气神，练出真本领，为平安龙江、法治黑龙江
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薛婧 李爱民）9日，在哈尔滨市公安
局松北分局庆祝第二个中国人民警
察节暨新区智慧巡逻防控体系启动
仪式上，哈尔滨新区向松北公安分局
一线基层单位配发 34 台全新制式
5G巡逻车等警务装备，同时启动新
区智慧巡逻防控体系，意味着新区智
慧执法信息化系统上线，标志着新区
与哈尔滨海邻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共同建设的“数智政府”全国示范项
目取得实质性进展。

近年来，哈尔滨新区以数字政府

建设为牵引，聚焦“优政、兴业、惠
民”，全面打造“数智政府、数字城市、
数字经济”三位一体的数字新区，加
快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

据哈尔滨海邻科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董事长张海军介绍，“数智政府”
全国示范项目拟建设新区感知数据
大脑、新区城市服务中枢系统和跨部
门涉案财物管理平台、治安街道智慧
化平台、智慧综治平台、消防专家系
统云服务平台等“一个大脑、一个中
枢、四大平台”。 （下转第二版）

引领龙江“数智政府”建设

哈尔滨新区智慧执法
信息化系统上线

我省公安机关
庆祝中国人民警察节

最美基层民警史先强 守望边疆洛古河
详见第四版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
记者吴玉玺）9日，我省向中央第
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上报交
办的第二十八批案件办理情况。
督察组交办的 72件举报案件中，
办结 46件、阶段性办结 26件。其
中，属实 10件，基本属实 24件，部
分属实 22件，不属实 16件。

各市（地）针对调查发现的
违法行为，采取了责令整改、立
案处罚、立案侦查等措施。其
中，责令整改 11 家、立案处罚 6
家、罚款金额 4.18 万元，省纪委
监委正在组织审核各地问责情
况的精准性，审核完毕后一并上
报。

截至目前，督察组向我省交

办的前二十八批 2043 件举报案
件中，已办结 1266 件、阶段性办
结 768 件、未办结 9 件。其中，属
实 370 件、基本属实 784 件、部分
属实 495 件、不属实 385 件。责
令整改 506 家、立案处罚 156 家、
罚款金额 2298.51万元、立案侦查
35 件、行政拘留 3 人、刑事拘留 3
人、约谈 25 人，纪检监察机关调
查处置 164件、追责问责 485人。

第二十八批群众信访
举报案件已办结46件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黑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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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公安局举行升警旗仪式哈尔滨市公安局举行升警旗仪式。。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爱民李爱民摄摄

冰城特警雪中风采冰城特警雪中风采。。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荆天旭荆天旭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