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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博 本报记者 孙昊

近日，齐齐哈尔市碾子山区“登高望
远，接粽而来”主题山地越野跑、中国·碾
子山第 20届登山节等一系列活动成功举
办，这背后是全区干部队伍能力的提升、
作风的转变。今年，齐齐哈尔市碾子山区
扎实开展机关“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提
升能力作风“新高度”。

“山城夜校”筑造提升能力舞台

“站在‘英才论坛’决赛的舞台，旅游+
红色文化的演讲稿每个字都凝结着汗
水……”碾子山区委组织部年轻干部杨光
对记者说：“通过‘山城夜校’‘英才论坛’的
学习、锻炼，我感到自己每一天都在进步。”

机关“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开展以

来，碾子山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集中
学习 9 次，基层党组织集中学习 239 次。
全区上下围绕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

“聚焦短板、破解难题”“敢闯敢试、换道超
车”“晋位升级、勇争一流”三个专项行动
等开展集中研讨 129 次，深化区情认识，
坚定发展信心。

近年来，碾子山区实施“山城英才行
动”，在全市首创“山城夜校”载体平台，建
立起“理论培训+能力拓展+一线锻炼”多
元化教学模式。今年，他们用好“山城夜
校”精准定向培养模式和“山城大讲堂”线
上课堂，举办公文写作、电子商务等专题
培训 38场次，参培干部 2700余人（次）。

“局长坐窗口”为群众提供贴心服务

走进碾子山区退役军人综合服务大

厅，记者看到，退役军人局局长丁成正在
为农村籍退役军人办理生活补助。今年，
他多次“坐窗口”，为前来办事的退役军人
提供服务。

为深入推进领导干部“走流程”，该区
创新开展“百名局长坐窗口”活动，让干部
沉入一线听声音、解难题，实现群众“需求
端”和领导干部“服务端”的对接。半年
来，84名部门领导干部进驻大厅窗口“坐
班”，体验“痛点”“堵点”问题，让企业和群
众办事只进“一扇门”“一个窗”，轻松办成

“一件事”。
自“百名局长坐窗口”活动启动以来，

共发现流程问题 112 个，已整改 98 个，群
众满意度持续提升。

转化成果为“旅游立区”添动力

碾子山区将能力作风建设的成果转
化为实施“旅游立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动力。

今年以来，该区扎实推进全域旅游示
范区创建，全力保障景区重点项目建设，
举办特色文体旅活动，奥悦碾子山国际滑
雪场获评省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
区。今年上半年，全区共接待游客 86.5万
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1.7 亿元，同比增长
2.8%。

6月 27日，碾子山区在齐齐哈尔召开
“天南地北山城人，投资兴业回鹤城”招商
引资推介活动，新签约项目 4 个，在谈项
目 35个，总金额预计 15.22亿元。

同时，碾子山区还建立“区企对话”
平台，签约总投资超过 11 亿元的可再生
能源综合应用示范项目、碾子山区旱雪
项目等。

碾子山区提升能力作风新高度

今年春天，黑龙江佳品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遇到运输困难，克东县“企业需求
服务中心”了解情况后，联系营商局、交
通局等部门，解决了运输难题。

今年，齐齐哈尔市委、市政府把机关
“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和“优化营商环
境专项行动”作为组合拳同向发力，在市
县两级政务服务大厅同步设立 17 个“企
业需求服务中心”，为企业提供从开办、
成长到退出的综合性服务。他们创新了

“快速响应”“订制服务”等一系列运行机
制，形成“企业吹哨、部门一把手报到、办
不了的上报”等助企惠企服务新模式，推
动“企业上门找政府”向“政府下访服务
企业”的转变。

据了解，在“企业需求服务中心”所
有受理的事项实行“157”限时办结制度，
需求受理后 1 个工作日内确定具体办理
部门，办理部门 5 个工作日内要办结反
馈，在现行政策制度层面确实无法解决
的要在 7 个工作日拿出具体措施办法并
向企业随时反馈进展。

“企业需求服务中心”开办 4 个月以
来，已为 5000 多家市场主体提供各类
服务达到 7000 余次，帮助企业解决的
困难，小到政策咨询，大到融资贷款、权
益保护等等，切实让企业感受到市委、
市政府的温暖，同时也激发了市场主体
的发展活力。今年上半年，全市新登记
市场主体 5.1 万户，同比增长 27.05%，其

中 新 登 记 企 业 9972 户 ，同 比 增 长
60.74%，两项增速均列全省第一。该市

“完善企业需求服务体系，激发市场主
体发展活力”的做法，被国务院推进政
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协调小组
编入最近一期“全国优化营商环境简报”
向全国推广介绍。

年初，齐齐哈尔市委、市政府向全社
会提出了“凡是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政策
我们必须落实到位，凡是有利于企业发
展的需求我们必须满足到位，凡是有利
于企业发展的环境我们必须营造到位”
的承诺，全市营商环境得到持续优化，国
牛、北纬 47、宾强学谷小镇等一大批项目
纷纷落地鹤城。

企业需求服务中心 提供全程服务

□文/摄 崔文亮
本报记者 孙昊

年初以来，齐齐哈尔市创新构
建“数据跑全程（城）”模式，全力打
造“企业需求服务中心”，持续优

化的营商环境赢得百姓
纷纷点赞。

“新开店办手续，在网上提交
材料、审核，第二天取营业执照、领
章，太方便了！”齐齐哈尔市齐泰医
药连锁有限公司行政部负责人李
晶告诉记者，自 2020年以来，他们
在主城区新开了 20 多家药店，是

“数据跑全程（城）”助力他们腾飞。
近年来，齐齐哈尔市创新构建

“数据跑全程（城）”模式，“一张网
络覆盖，一个平台贯通；一套标准
运行，一体模式复用”的市县乡（街
道）村（社区）四级政务服务体系逐
步完善，不断提升为民服务水平。

2016 年该市启动“一窗式”综
合受理一体化改革，实现了信息流
程的上下贯通。全市强化“一网通
办”“一城通办”能力，不动产、公积
金、公证、医保、社保等高频业务形
成跨部门、跨领域、跨层级协同，目
前，全市“最多跑一次”事项占比
99.95% ，“ 网 上 可 办 ”事 项 占 比
99.77%。

为延伸业务触角，齐齐哈尔市
逐步形成以电脑端、自助端、手机
端三端融合的自助办理体系，实现

政务服务多点办、就近办和 24 小
时“不打烊”。其中，市级的自助办
理工作站模式、乡镇的视联远程申
办模式、社区（村）的自助机代办模
式，已成为企业群众“随心办”的

“连接器”。“鹤城在线”APP持续迭
代升级，目前注册用户 217 万人，
日启动次数最高 15 万余次，日活
跃量最高 3万人次，掌上可办率达
75%。

目前，市域内全量涉房业务实
现“一窗统揽、一网打尽”，事项办
理即时出证、立等可取。2019年，
他们推出“税费通缴”模式，涉房的
土地出让金、房屋维修基金、不动
产登记费等，在业务受理窗口即可
一次扫码（划卡），自动清分到账，
至少为办事群众节省 30分钟。

与此同时，该市还实现了不动
产登记业务与公证业务“一站式”
融合，为群众减少预受理、登记材
料确认、缴费、发证 4个流程环节，
缩短办理时限 3个工作日，不动产
登记与公证业务的深度融合、协同
联动模式当时在全国属首例。

“数据跑全程（城）”降低办事成本

作为省重点项目之一的齐齐哈尔市民航路跨
线桥项目工程一直备受关注。目前，该工程正在
全面加紧施工中，预计 10 月末具备通车条件。据
介绍，该项目西起木海街，东至曙光南大街，全长
837.2 米，桥梁主体横跨铁路线。跨线桥开通后，
将有效连接齐齐哈尔中心城区与东南部地区。

何峰 本报记者 姚建平摄

民航路跨线桥工程
加紧施工

□冯乐行 本报记者 孙昊

近日，家住克山县河南乡永兴村一组的闫桂林
想要补办低保证。他不出家门，只给村里便民服务
站打了一个电话，站长翁少亭就在网上全程替他代
办了，并把低保证送到他的手中。

今年机关“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开展以来，克
山县围绕“便民利企，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这个
目标，处处为企业和百姓着想，帮助企业降低经营成
本。

克山县营商局全力打造县、乡、村三级政务一网
通办体系，全县上下实现了“网上办、马上办、就近
办、一次办”。同时，该县还推进一枚印章管审批改
革。县级层面，已将 24个行政审批部门审批事项全
部集中到政务服务中心办理。企业和项目单位事项
审批，至少减少跑动次数 7次，删减 17个重复提交的
要件材料，减少 3个审批环节。目前，该县政务服务
中心共精简要件 315件，优化流程 132项，审批时限
压缩比达到 82.2%，网上可办率 100％。

克山县各级干部深入企业车间，县政务服务中
心设立企业需求服务中心，形成企业开办、企业注
销、企业需求、企业诉求、帮办代办服务、线上询问、
解决反馈的完整闭环，解决问题 280个。

克山经开区热源项目即将竣工，可满足目前园
区内所有企业用汽与供热需求。克山县云鹰农业集
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子顺说：“我们自己建锅炉
房，至少得投入 2000多万元，要培训锅炉工，要自行
采购煤炭，运营成本高昂，通过集中的热源建设，我
们购买服务就可以了，既方便又节省。”

克山县
了解需求

帮企业降成本

本报讯（宋梓丹 记者孙昊）近日，克山工业园区
华源有机食品（黑龙江）有限公司新建植物肉生产车
间，工人们正在安装新购置的 2 条生产线。去年以
来，克山县与东北农业大学、华源有机食品（黑龙江）
有限公司在克山设立东北农大产学研中心和大豆食
品科技创新中心，开发有机大豆系列产品。

近年来，克山县出资 262 万元与企业共建东农
华源大豆产业技术创新中心，引进东北农业大学王
绍东博士团队。华源大豆产业园项目二期建设正在
紧锣密鼓推进中，全部建成投产后，年均可加工大豆
20万吨，实现产值 10亿元。

截至目前，克山县已与 7家高校科研单位、6家
企业签署了合作协议。依托王傲雪、张淑珍两个“头
雁”团队，引进硕士研究生 8名，高级管理型、技能型
人才 41 名，技术发明专利 1 项，使用新型专利 8 项。
同时，克山县还实施名校优生、丰羽计划、乡聘村用、
成手人才计划引才，三年来共引进急需紧缺专业人
才 358人。

克山在北京、上海、深圳和济宁四地建设“人才
飞地”工作站，推出“人才飞地”建设奖励“黄金九
条”，给予 10万元至 120万元不等的奖励。目前，四
地工作站共举办招商和人才飞地建设对接会 15次，
联系企业 134家，新签约项目 13个，签约额 25亿元。

为营造安心创业环境，该县投入 2000 余万元，
建设高级人才公寓、技能人才公寓、青年人才公寓。
该县连续两年兑现 133万元，为 59名人才给予每平
方米 200元的购房补贴。

克山县
招才引智

助推产业发展

□文/摄 葛福臻 本报记者 姚建平

清晨一大早，克东县蒲峪路镇勇进村 58岁的
刘丽秀拧开地里的喷灌，给房前屋后的小菜园浇
水，顺便摘了几根黄瓜，开心地做起了早饭。

三亩地的小菜园，结满了辣椒、黄瓜、玉米、茄
子。这已经是第二茬收成了。因为侍弄精心，蔬
菜长得格外好，一串串红辣椒挂在秧上，紫茄子点
缀其中，十分好看。

“我这院子里的蔬菜种类多，施的全是农家
肥，像黄瓜、韭菜一年种两茬，吃不完就拿到市场
上卖。”刘丽秀说，自从县里倡导发展庭院经济，她
就把家里这点地利用了起来，算上养的几十只鸡、
鸭、鹅、兔，还有两个温室大棚，到年底估计能收入
27000多元。

像刘丽秀这样发展庭院经济的脱贫户在克东
县还有很多。一直以来，克东县引导村民发展庭
院经济，出台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若干奖励
补助政策》，对利用自家庭院和其他闲置庭院种植
豆角、大辣椒、南瓜等蔬菜和其他经济作物 0.5亩
以上的脱贫户、监测对象，每户给予 400 元奖补，
发展鸡、鸭、鹅等家禽养殖的，每户累计奖励最高
1000元。2022年，克东县计划投入 660万元资金，
用于发展小院经济奖补，经初步统计，全县参与庭
院种植农户 5251户、用地 3613.94亩，参与庭院养
殖 5825户、家禽 10601只（头、羽）。

如今，克东县各地村屯里的庭院几乎都种满
了农作物。克东县还通过组织农户与企业、合作
社、家庭农场、电商等签订回收合同，实现了庭院
经济与相关产业的深度融合。各级包保单位、驻
村工作队发挥单位职能优势，找资金、跑项目、请
专家、拓销路，帮助群众打破庭院经济中的“瓶颈”
和技术困扰。

通过“美丽庭院”建设，全县打造“美丽庭院——
巾帼生态小菜园”示范户 197户、标兵户 21户，打
造“巾帼生态小菜园”示范街 7条。

农家院变身
“致富园”

本报讯（张振翼 记者孙昊）年初以来，齐齐哈
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紧紧围绕乡村振兴人才集
聚试验示范区建设，构建人才工作新格局。

该区成立乡村振兴人才集聚试验示范区领导
小组，设立 6个工作推进专班，制定 9个配套文件，
建立人才工作专项述职制度。同时加强乡村振兴
需要的生产经营、创新创业、公共服务、产业引领、
乡村治理 5 支人才队伍建设，举办线上线下招聘
会，建立在外人才信息库，柔性引进专家人才 20
余人，引进高学历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70余人。

该区今年以来，累计培训农民 15000人次，培
训党政人才 1447 人次。他们推动政校企合作平
台建设，引进东北农业大学“洋葱减肥减药”科研
项目和粮饲兼用玉米新品种成果转化科研项目；
与中国科技大学分子油研究所合作低热量食用油
生产项目；与中国农业大学合作，在梅里斯嫩江流
域高效农业示范区试验种植高品质啤酒花。

该区还设置不低于 500万元的人才发展专项
资金，投入 3000余万元建设人才大厦，确定 38名
人才首席服务员，建立区级事业编制周转池。

梅里斯达斡尔族区
打造乡村人才
集聚示范区

近日，齐齐哈尔市龙沙区青云小学研学教育实
践基地揭牌仪式在百鸟湖风景区举行。同学们在实
践基地参观百鸟湖鸟类图片展，深入百鸟湖进行实
地踏查，学习保护鸟类知识。

许兴业 宋燕军 本报记者 姚建平摄

本报讯（王天月 朱鸿举 记者孙昊）今年，齐齐
哈尔市龙沙区税务局架起税企银互动桥梁，帮助“专
精特新”企业缓解资金压力。

龙沙区税务局实施“一户一策”定制服务，通过
上门问需、精准推送、电话回访、税企座谈等方式，使
税惠红利以最快速度直达市场主体。截至 8 月，该
区企业享受制造业缓税 5500万元，享受减税降费政
策红利 62 万元。通用技术齐齐哈尔二机床有限责
任公司财务人员说，这些税费优惠让企业可以将缓
缴的税金充分投入到生产经营中。

同时，龙沙区税务局工作人员还实地走访黑龙
江北大仓集团有限公司，讲解缓缴税款政策，指导具
体操作，共缓缴税款 1159 万元，有力支持了企业健
康发展。

龙沙区税务局
“一户一策”服务

送企税惠红利

数据跑全程（城）助企便民

碾子山全国山地自行车邀请赛精彩举办碾子山全国山地自行车邀请赛精彩举办。。 宋燕军宋燕军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孙昊孙昊摄摄

建华区政务服务中心企业自助网办区。

特色提子获丰收特色提子获丰收。。

齐齐哈尔市企业需求服务中心政齐齐哈尔市企业需求服务中心政
策服务专区策服务专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