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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度达 99%以上

双鸭山 营商新环境交上高分卷
□文/杨军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宗华
摄/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宗华

投资争过山海关，兴业首选双鸭山——这是一年前双鸭山市
提出的一个口号，这也彰显了双鸭山人力图创造良好营商环境的
决心。
一年时间过去了，
如今双鸭山的营商环境有了哪些变化？
开展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强“数字政务”建设和“双随机一
公开”监管，不断提升招商引资项目全要素保障和全过程服务水
平；
落实落细各项减税降费政策，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加快发展，
建立完善民营经济领导小组联席会议制度，
搭建服务政策平台；
弘扬企业家精神，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充分信任、依靠和尊重
企业家，让企业家在政治上有荣誉、社会上有礼遇、生活上有待
遇；
政务环境不断优化、市场环境持续提升、法治环境持续改善、
监督保障更加有力，企业群众办事便利度和获得感不断提升；
全市营商环境满意度达到 99%以上——营商环境持续改善，
成为促进双鸭山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一年来，双鸭山市深化“放管服”改革
和重塑营商新环境，交上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工作人员认真解答企业遇到的问题。

“小村不大，地处城郊；
冬有棚室，果蔬飘香；不进
市场，不做批发；顾客盈门，
效益丰厚。”这是双鸭山市
尖山区安邦乡双兴村棚室
果菜种植户李树臣的一句
顺口溜。
“别的村种植棚室果蔬
要摘下果子进市场、找批发
销售，在我们村不用，手机
上发发‘快手’
‘ 抖音’就顾
客盈门，热热闹闹两三个月
就销售一空，种植户不用自
己采摘，不用市场售卖，侍
弄好秧苗剩下的‘活计’就
是收钱。顾客走出棚室时
都带着满足感，还会撂下一
句‘过两天我们还来’，这就
是发展城市近郊棚室休闲
观光农业的魅力。”双兴村
党支部书记孙喜斌向记者
介绍起村里的休闲观光农
业时自信满满。
孙喜斌说，双兴村是安
邦乡近郊棚室果菜生产专
业村，近年来重点推进了城
市近郊棚室休闲观光农业
发展，棚室草莓、食用菌、牛
奶柿子、油桃、毛桃、葡萄及
叶菜类、花卉类休闲农业生
产在市民中拥有很高的知
名度，更成为市民周末休闲
的热衷选项。
在双兴村李三采摘园，
记者看到棚室主人李树臣
正在接待采摘草莓的市
民。棚室里，红彤彤的草莓
鲜嫩诱人，几位市民一边采
摘着草莓，一边拍照打卡，
即时发着朋友圈与短视
频。棚室果菜地，正成为市
民打卡网红地。
“2020 年我开始种植棚
室草莓，草莓成熟时不进市
场不批发，市民来观光采摘
就可以卖上好价钱。”发展
观光农业，李树臣仅草莓一
项年收入就超 8 万元。
孙喜斌向记者介绍，虽然去年年末煤炭价
格提高，影响了村里的温室生产，但没有影响村
民温室果蔬生产的热情，目前有 4 户村民发展
温室观光果蔬生产，草莓、葡萄、桃、番茄等也在
陆续成熟开园，
迎接前来休闲观光采摘的市民。
“我的草莓绿色有机无公害，口感甜香汁水
多，春节前开园时采摘价格最高卖到每斤 100
元，还被市民疯抢采摘，现在采摘的价格是每斤
50 元，一到周末这棚里少说也来十几二十人，
大人小孩欢欢乐乐很是热闹。年前年后这棚草
莓已卖出 3 万多元钱，发展城市近郊观光农业
大有前景。”李树臣告诉记者，草莓观光采摘将
持续到 3 月末，4 月份种植的食用菌平菇将开
园，5 月末还有两个棚室的油桃和毛桃进入果
实成熟期，八九月份今年的第二期草莓将开园，
夫妻两人照料 4 个观光农业棚室年纯收 20 几万
元没有问题。
安邦乡乡长刘博向记者介绍，今年安邦乡
将发挥区域优势，继续大力发展城市近郊休闲
观光农业，使其成为尖山区城市近郊农业发展
的鲜亮特色。

“在其它地区这个手续审
批需要 5 个工作日，在这里我
们通过
‘一站式、一条龙’
服务，
两个多小时就办下来了。
”
说起
对营商环境的感受，长春到双
鸭山投资的庞先生对此赞不绝
口。
高效透明的政务环境是经
商办企业的有力保障，双鸭山
市“放管服”改革决心大力度
大，目前已向社会公示市县两
级行政权力 17728 项，
编制双鸭
山市乡镇权责清单指导目录
138 项，
街道权责清单指导目录
54项，
清理规范61项市政府部门行政审批中
介服务事项。同时废止文件 212 件，
清理无
谓证明事项7项，
并实现动态管理，
优化政务
服务。目前双鸭山市级政务服务事项 92%
以上进驻政务服务中心，
实现
“一窗”
无差别
受理及
“一站式”
服务，
成为全省深化机关作
风整顿创新案例之一，
并入选第十二届省委
改作风优环境实践创新案例。
据了解，目前双鸭山市申请类行政权
力网上可办率、即办率和承诺时限压缩比
指标居全省前列。制定惠企政策体系。聚
焦市场主体发展中遇到的企业用工难、
融资
难、负担重等问题找准症结，有针对性制定
惠企政策，
先后 3 次发布落实
“六稳”
“六保”
共计 208 项，
为企业打包涵盖人才、金融、政
务审批等 7 大领域 101 条的政策措施“红
包”
，
惠企政策兑现企业 11641 家，
涉及金额
3.48 亿元。完善服务体系。在全省首创性
出台《双鸭山市企业首席服务员实施细则
（暂行）》，并将个体工商户纳入到首席服务
员服务范围，
全市 287 名首席服务员、
505 名
服务联络员，
服务市场主体4.6万户，
有效解
决市场主体痛点难点问题 868 件，
确保企业
需求事事有回音、
件件有着落。

社会生活全覆盖

□韩庆权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宗华

政务服务更优质

诚信建设放头位

安邦乡 ﹃观光农业﹄客盈门收入丰

市民在蔬菜大棚中采摘。 韩庆权摄

双鸭山市把优化
营商环境作为
“一把手”
工程，主要领导亲自研
究部署，分管市领导抓
落实，成立市委市政府
优化营商环境领导小
组。把诚信建设当成打
造营商环境的头等大
事。成立
“诚信双鸭山”
建设领导小组、市政府
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
“ 放 管 服 ”改 革 协 调 小
组，市政府推进网上政
务服务能力（政务服务
“好差评”
）建设工作专班，
市招商引
资项目全要素保障工作专班，构建
了
“党委领导、政府主责、部门联动、
上下互动、社会参与”
的大营商工作
格局。
建立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
机制，
重点在 8 个行业领域实施信用
分级分类监管。推行行政审批信用
承诺制改革，在全省率先开展电子
商务信用示范园区试点创建。双鸭
山市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全面建成并
与省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实现对接联
通，累计归集各类信用信息 210 万
条，双公示评估工作居全省前列。
借力信用有价破解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问题，
“信易贷”平台入驻 12 家银
行业金融机构、4542 户企业，
成功授
信 8700 万元。在全市推广“码上诚
信”
，
完成了 4130 户企业赋码。
双鸭山市还将优化营商环境工
作纳入市委对县（区）、市直单位年
度目标考评中，作为党政主要领导
的硬性任务指标，
明确了 111 条提升
措施，
补齐全市短板弱项。

“人人关乎环境，处处维
护环境”，营商环境的改善，不
仅仅局限于企业具体事项上，
而是将它延伸到社会生活的
各个方面。
该市近年建立线上线下
审判常态化并行机制，开通了
网上诉讼系统，实现网上立案
办案，
全市法院网上立案、跨域
立案 7980 件，发起网络询价评
估 1340 次、网拍 1580 次，成交
额 4394.54 万元；执行质效明显
提升，
执结执行案件 2463 件，
综
合 结 案 率 92.91% ，同 比 上 升
9.31 个百分点，居全省首位。
和谐稳定的人文环境也是营商环境
重要成分。双鸭山市开展
“政府失信违诺”
事项“回头看”排查，受理破坏营商环境案
件 107 件，下发监督通知书 16 份，通报破坏
营商环境典型案例 15 起。人才服务保障方
面，制发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成功招引了
240 名硕士博士和海归急需紧缺高层次人
才，落实住房教育、就业帮扶、休假疗养等
政策，全面提升技术人才待遇，激励干事热
情，
营商环境社会氛围日益浓厚。
近年来，随着推进散煤污染治理、打好
蓝天保卫战行动，双鸭山市年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 349 天，空气质量达标率为 95.4%。
打好碧水攻坚战。持续推进安邦河、挠力
河流域水污染整治，良好的生态环境也为
企业入驻、
人才引进奠定良好基础。

“90 后”科研教练刘忠源

为冬奥
“两金一银”献力
□赵莹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宗华
北京冬奥会上，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国家队
以“两金一银”的骄人成绩圆满地完成了参赛任
务。在这个团队中，有一位“90 后”科研教练，他
是地地道道的宝清人刘忠源，为自由式滑雪空中
技巧队的
“两金一银”
贡献了一己之力。
刘忠源毕业于沈阳体育学院运动训练专业，
目前在菲律宾永恒大学读体育学博士。他以团
队技术支持身份参加了北京冬奥会。
2018 年，刘忠源凭借优秀的专业能力进入自
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国家队工作。在国家队工作
比较繁忙，平时都是跟队生活，一起训练比赛。
夏天在秦皇岛基地训练，冬天在阿尔山、长春、张
家口等地训练，还经常出国参加比赛，他已经 3
年没有回家了。日常训练中，他主要的工作是记
录运动员的每一跳动作，通过动作分析、系统分
析，反馈给教练员和运动员，帮助他们提高运动
成绩和表现。同时，还要监控运动员的生理生化
指标和日常状态，提示和保证运
动员的机能控制在正常的水平。
刘忠源说，能在家门口参与
冬奥会，亲眼见证运动员夺冠，并
助力他们圆梦，他同
样感到骄傲和自豪。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国家队团队。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国家队团队
。

←刘忠源（右
二）和运动员合影。

四方面发力
促党群工作再提升
本报讯（杨军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王宗
华）双鸭山市党群工作会议提出新要求新目标，要
以更强担当全面提升党群工作水平，为高质量发
展提供坚强保证。
过去一年，双鸭山市党群组织围绕中心、服务
大局，取得显著成效。创新实施铸魂、铸基、铸旗
“三铸工程”，首次跨地域选任乡（镇）党政正职，选
调生招录岗位和报名考生数量创历史新高，实现
了招录定向选调生零的突破，10 个基层党组织、
13 名党员获得全国、全省“两优一先”荣誉称号。
创新开展“四级书记上讲台”，宣讲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精神活动 460 余次，
“ 五讲八进”分众化宣
讲、
“红色公交车”
“流动课堂”
“开门一件事”等特
色活动，
多次在国家新闻媒体报道。
新的一年，双鸭山市将从四个方面继续发力，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思想上高
度重视，把党群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各县
（区）党委书记负总责，做到任务明确、措施得力；
工作上改革创新，推动党群工作上台阶、上水平；
能力上全面提升，不断提高领导能力和专业化水
平，强化专业知识培训，增强做好招商引资、群众
工作、社会管理、依法办事等方面的能力本领；作
风上严格约束，
树立一流作风，
争创一流业绩。

专家评审
新策划生成项目63个
本报讯（侯任穷 董力刚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
记者王宗华）双鸭山市发改委日前牵头组织召开
了《2021 年双鸭山市新策划生成 5000 万元以上产
业项目评审会》，邀请黑龙江建龙、电力、煤化工及
钢铁产业链等相关领域 10 位专家组成评审组，针
对四县四区、市经开区及市直相关单位 63 个新策
划生成项目进行评审。
此次评审会旨在全面抓好项目策划生成，聚
力“六大主导产业”发展壮大、
“三个转变”实现新
突破，突出补链、强链、延链，加快做大传统产业能
级，延伸优势产业链条，培育产业多元发展，着力
发展数字经济、生物经济，项目覆盖煤、电、钢、粮、
游、新材料
“六大主导产业”及现代服务业、数字经
济产业。通过谋划一批项目，进而生成一批产业，
构建新型产业体系基础，推动全市经济高质量发
展。通过参评单位和与会专家的交流，拓宽思路，
进一步增强了谋划项目的工作能力，不断调整充
实项目储备库。

双鸭山技师学院

人才培训联盟
赋能乡村振兴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王宗华）由双
鸭山技师学院发起成立，由中国乡镇企业协会乡
村振兴工作委员会、中兴通讯集团、北京隆平高科
等单位组建的
“全国乡村人才线上培训服务联盟”
日前成立。
双鸭山技师学院作为联盟秘书长单位承担了
联盟前期统筹工作。多年来，双鸭山技师学院深
耕“互联网+农业”知识技能培训体系，为农民成
长提供实实在在的服务。联盟以整合国内更多优
质培训教学资源为前提，遴选全国各地优质培训
机构，服务全国各地加盟培训机构，通过提高培训
机构的培训质量和扩大规模将联盟成员凝聚起
来，发挥培训主体的存量效能，更好地服务乡村振
兴战略人才培养事业。
联盟以促进乡村人才振兴为目标，通过制备
标准课程资源、匹配相应师资资源、谏言协定政
策、定期专题培训等方式向联盟培训机构成员进
行赋能服务。目前，有 60 家省内的培训机构加入
联盟成为会员。首个由黑龙江尚农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发起，针对农村留守务农人员和外出务工人
员开展培养“百万素养高有技能的农民工成为产
业技能人才”和
“百万爱农业有技能的农民成为村
致富带头人”的“双百”计划正在筹备中。下一步
将向全国范围内拓展联盟成员单位的数量，完成
全国 3000 家机构培训规模的网络建设。

龙煤双矿
东荣三矿修旧变
“宝”
←刘忠源
近照。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34 名职工去年一年修旧利废节支 670 余万
元。龙煤双矿东荣三矿机电厂设立废品回收区，
鼓励职工将废旧物资进行回收修复再加工、再利
用，实现变废为宝。
符丽云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