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责任编辑：徐亚军 版式策划：杨杰 制图：王涛 2021年9月13日 星期一 要闻要闻

本报赤峰 9 月 12 日电 （记者
魏那）今年以来，赤峰市把优化营商环
境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作为高
质量发展重要突破口和着力点，持续
深化“放管服”改革，围绕解决企业、群
众诉求需求，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
节，推出一系列具有开创性和影响力
的改革，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活
力，优化营商环境，确保赤峰市“十四
五”高质量开局。

全面统筹协调，组织推进有高度。
过去，赤峰市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
商环境工作，由市、旗（县、区）政府一把
手主抓、“营商办”统筹调度工作，执行
市级主要领导季度研究、营商办主任月
调度的工作机制。今年，赤峰市对领导
小组进行提档升级，由市委书记亲自挂
帅任组长，市政府主要领导任副组长，
高位推动营商环境工作。同时，分别在
行政服务、司法、社会诚信、执纪监督、
宣传领域成立工作专班，形成全方位多
角度优化营商环境布局。此外，从企
业、群众需求出发，梳理产业、减税降
费、金融、科技、就业和人才、土地不动
产、生态环保、工程建设、基本公共服
务、政务服务、招商引资、信用、司法13
个方面的政策落实情况，强化政策流程
再造，加大政策解读和监督检查，促进
政策有效落地和执行，不断提高政策知
晓率和企业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提升服务质量，群众办事有温
度。赤峰市以“服务有温度、办事有速
度”为宗旨，强化“蒙速办”政务服务品
牌引领，线上重点推动“一网办、掌上
办”，线下着力开展“一次办、帮您办”，
线上线下齐发力极大提升了审批效
率。全市实行窗口无否决权工作机
制，树立只说“yes”，不说“no”，只指出

“在哪办，怎么办”，不说“办不了、不能
办”，只设路标，不设路障的服务理念。
设立“未办成事投诉窗口”，专门受理办
事企业和群众在窗口遇到未能按时受
理、按时办结或工作人员不作为、相互
推诿、吃拿卡要等问题，为办事企业、群
众提供贴心服务。市、旗（县区）两级全
面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在政务基础环
境、行政审批模式、线下服务保障、线上
服务能力、人员服务素质五大方面实现
了整体提升。到2021年底基本形成

“线下快办、网上易办、掌上好办、异地
可办”的政务服务供给新格局。

创新工作举措，重点领域改革有
深度。一是办理建筑施工许可审批效
率再提升。自2019年4月起，赤峰市
在全区率先实行数字化审图，由“人带
着图纸跑”变为“图纸在网上走”，实现
施工图审查全过程一次都不用跑。二
是企业开办制度性成本再降低。在审
批中，进一步精简企业开办的申请材
料，实行“一窗受理”模式，实现“一次
申报，全程办结”；进一步降低企业的
开办成本，给企业免费提供一套五枚
印章，提高了企业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三是财产登记办理时限再压缩。实行

“一窗受理、集成服务”模式，商品房转
移、存量房转移、抵押登记等所有常规业
务登记时限一举压缩至2小时内办结，
为办事企业、群众解决了“隔夜之忧”，赤
峰市本级商品房屋租赁登记备案实行

“同城通办”。四是公安便民惠企综合窗
口再整合。在市本级政务服务大厅设置
6个公安综合窗口，启用“赤峰市公安局
行政审批专用章”，窗口由“专科型”变

“全能型”，由“一事跑多窗”变“一窗办多
事”，真正为企业和群众提供优质高
效、标准规范的政务服务。

赤峰深化“放管服”改革
涵养营商新环境 □本报记者 郭洪申

见习记者 薛一群

今年以来，通辽市将文明城市创
建作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增进各族群众福祉的有力抓手，
作为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优化营商环
境的重要举措，突出问题导向，靶向
精准整改，以最大决心、最严要求、
最硬举措，坚决打赢全国文明城市创
建攻坚战。9月10日，通辽市委副书
记、市长郭玉峰就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有关工作开展情况，接受了本报记者
专访。

记者：通辽市是如何推进创城工
作的，有哪些举措？

郭玉峰：市委、市政府坚持以城
市整体文明程度持续提升为目标，以
创建整改为抓手，认真对照中央文明
办要求和自治区党委部署，全力以赴
抓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巩固与整改提
升工作。系统谋划精准施策，市委将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列入《通辽市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通
辽市 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重点围绕公共设施、集贸市场、
老旧小区（城中村）等11项重点区域
开展了专项整治提升行动。市委常委
会研究制定了《通辽市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整改工作方案》，市委、市政府先
后组织召开常委会、动员会、推进
会、调度会30余次，总结经验、查找

不足、解决问题、推进落实。
创新完善体制机制，实现创建工

作的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市、
区两级300多个机关企事业单位实现
包联社区“全覆盖”，从广大市民最为
关注的事情抓起，突出解决实际问
题，努力打造宜居环境，最大限度地
实现了党委、政府工作与广大市民期
盼同频共振。

守牢创建底线红线，各级党组织
健全完善政治责任清单，推动党组织
主要负责人切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
责任，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加强
对优化营商环境、生态环境治理等重大
政治任务的监督执纪问责，将为群众办
实事列入最重要的工作日程，塑造为民
务实清廉的良好政治生态。

记者：如何提升群众对创城工作
的参与度满意度，取得哪些成效？

郭玉峰：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导向引领，创新活动载体，实
施文明创建“三大工程”，搭建全民参
与创建平台，积淀城市文明底蕴，提
升城市品质内涵，在共建共享中提升
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

实施核心价值观培育工程，开展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专题讲座，修改完善
《市民公约》，推行《社区居民公约》，开
展规范守则教育实践活动，通过在各类
媒体开设“文明提升进行时”等栏目，
加强正面宣传引导和舆论监督报道，扩
大宣传影响覆盖面，累计制作发放手提
袋、文明礼仪宣传折页40余万份，使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家喻户
晓、人人皆知。

实施“好人之城”塑造工程，去
年以来，共有 6 人入选“中国好人
榜”，22人入选“内蒙古好人榜”，发
布“通辽好人榜”136人，荣获第七
届内蒙古自治区道德模范4人、提名
奖2人，各地组织“身边榜样”巡讲
活动近百场，学习身边好人，涵养社
会风气。

实施“文明行动”系列工程，开
展文明交通、文明环境、文明餐桌、
文明服务、文明旅游等系列文明行
动，组织吸引群众积极参与，累计参
与人数达200余万人次。

记者：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重在惠
民，通辽市如何结合创建工作，为群
众办实事、办好事，让群众在创建工
作中得到实惠？

郭玉峰：本着创建为民、创建惠
民、创建成果由人民群众共享的发展
理念，以广大市民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
为导向，建立《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问题清单》《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重
点任务清单》，重点开展生活环境美化
行动、城市顽疾治理行动、交通秩序整
治行动、服务民生专项行动和志愿服务
专项行动，着力打造宜居环境，提升市
民幸福指数。去年以来，累计硬化主城
区街巷330多万平方米，改造老旧小区
383个，改造供热管网140万平方米，
组织成立各类“满天星”志愿服务队
3198支、志愿者16万余人，开展各类

志愿服务活动18050余次，受益群众
150余万人次。

记者：创城是一项系统工程、常
态化工程，如何推动文明城市创建工
作纵深发展、持续发力？

郭玉峰：我们将进一步压实领
导、属地、主管、包联、监督“五个
责任”，在传导压力中拧紧责任链条。
紧扣 《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 和
《操作手册》 标准要求，紧盯背街小
巷、集贸市场、老旧小区、城乡结合
部等关键部位，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提升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公共服务
等城市“颜值”。厚植城市文明底蕴，
实施“文明行动”系列工程，让“爱
我通辽·见我行动”蔚然成风。

健全完善长效机制，进一步理顺
中心城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体制机
制，完善机关事业单位“双包联社
区”、创城工作约谈、媒体监督等制
度，积极探索拓宽市场化城市投融资
渠道，加快引进国内一流的专业化环
卫保洁、园林绿化、道路养护公司，
持续巩固拓展文明城市创建成果，让

“文明城市”内外兼修，“金字招牌”
永远闪亮。

抓重点 攻难点 破堵点

坚决打赢全国文明城市荣誉保卫战
——访通辽市委副书记、市长郭玉峰

本报9月12日讯 （记者 赵曦）
“感谢‘蒲公英’项目工作人员的辛苦付
出，让我们的家庭恢复了往日温馨。”近
日，一位市民致电赤峰市乐众爱家“蒲公
英”项目工作人员，表达感谢。

“5年来，自治区妇联实施的‘蒲公
英’内蒙古妇女儿童权益服务项目，开
展各类普法宣传3000多场，调解婚姻
家庭纠纷7000件，直接受益人数达30
多万，间接受益人数达200万，受益家
庭8万户。”自治区妇联权益部部长魏
云玲说。

据了解，“蒲公英”项目2017年成
立以来，共投入经费555万元，实施项
目195个，联系社会组织93家，积极倡
导良好家风、丰富维权内容，创新社会
治理。针对家庭亲子关系紧张现象，开
展家庭教育和心理健康项目；针对困难
妇女儿童家庭，提供法律援助项目；针
对妇女需求，开展能力提升项目；为保
护妇女儿童权益，远离性侵，开展巾帼
普法、呵护花蕾、微电影项目。截至目
前，已经打造“温馨驿站”“赵晓丽邻
里工作室”等品牌项目17个。

“蒲公英”之爱呵护8万家庭

□本报记者 吕学先 实习生 豆豆

有物业管理的小区从 0到 38个、
“暖房工程”全覆盖、直饮水入户、小
区配套设施不断完善、居民文化生活
从无到有再到丰富多彩……一件件难
事愁事的解决、一个个惠民工程的完
成，让包头市青山区万青路街道居民
切切实实感受到了生活环境的变化。
为此，居民们送给街道党工委书记、
办事处主任戴颖谦一个名号：解难书
记。

戴颖谦对10年前刚刚走上这个岗
位时的感受记忆犹新：辖区大，居民6
万多人，63个小区多为老旧小区。小
区里没有物业，基础设施差，私搭乱
建多，环境卫生差。辖区流动人口
多，困难居民多，老龄化严重。很多
居民所在的企业都破产了……

“辖区有很多党员，驻区单位都有
党组织，只有整合优化发挥党建引领
作用，才能做好基层工作。”戴颖谦深
思后找到了工作的突破口。

专题学习、宣讲活动、知识竞
赛、出版内部刊物，戴颖谦通过抓党
员学习和组织建设引导辖区党员干部
坚定理念信念。创新开展联学、联
讲、联心、联动“四联驱动”学习模
式，推动辖区2200多名党员学习教育
走深走实。推动构建基层组织建设例
会调度、培训指导、督查问责“三位
一体”责任落实体系。创新“一核四
融”区域党建工作模式，即以街道党
工委为核心，以“组织建设融合、党
员管理融合、社区治理融合、民生服
务融合”为抓手，持续完善区域集团
党工委作用发挥，形成组织全覆盖、
工作区域化、活动开放式工作格局。
组建68个网格执行小组、20个在职党
员党支部，选聘465名楼栋长，推动

网格化精细管理……
“平时我就爱唱个歌、跳个舞，有

了这个预约功能方便多了。现在我几
乎每天都约几个老姐妹，‘泡’在社区
活动室里开心乐呵！”居民刘阿姨对

“党情联万家”小程序的预约功能赞不
绝口。而通过这一小程序，居民还可
随时了解社区动态，并通过“随手
拍”等方式反映问题诉求，实现“一
键提交”，网格员“即知即办”。如
今，“党情联万家”已成为街道的党建
特色品牌，引导居民收集解决问题
380余件。

作为基层党员干部，戴颖谦明白

只有“与群众融为一体”，才会得到群
众的信赖。

为了让居民喝上直饮水，2020年
开始，她多次组织工作人员到居民家
中从需求、价格、水源、水站四个方
面进行调研，召开民情恳谈会，并与
多家水务公司对接，最终让青建小区
等7个小区 2700多人喝上了直饮水。
但振华社区怡康苑小区、富南统建
楼、民东富南小区一直未通直饮水。
戴颖谦多次与相关水务公司沟通、协
商，竭力推动。今年3月，这3个小区
陆续接通直饮水，954户居民再不用

“跑腿打水”。

衣食住行都关乎民生，戴颖谦带领
党员干部啃下一个又一个硬骨头。完成
867户棚户区拆迁改造，拆除“多年违
建”200余处，辖区面貌焕然一新；利用
空置房屋建成6个“一米阳光”邻里书
屋；推行办公场所“瘦身”和“无假日模
式”，提升服务承载力。通过协调，区城
建局和交通银行修复青云社区区间道，
市燃气公司改造新型社区地下管网
2400米，市园林局实施三年绿化工程，
内蒙古凯拓房地产投入280万元将春
光二区土路改造为柏油路，吸引社会资
金打通乌审道断头路，包头师范学院为
青云小区安装无障碍通道和扶梯……
一项项工程让社区居民的生活更便利、
更舒心，原本乱糟糟的小区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

基础设施好了，物业缺失这一困
扰居民多年的难题摆在了面前。戴颖谦
探索了四种物业管理模式推进物业管
理，实现了从0到38个小区有物业管理
的重大突破。《“五位一体”的民主协商
社区自管物业管理模式》治理经验被编
入《中国城市社区治理蓝皮书（2018）》，
成为自治区唯一入选全国十个案例的
社区治理典型，并于2019年获“中国城
市治理创新奖”入围奖。

和居民相处时间长了，戴颖谦的
热心、暖心、责任心被大家看在眼
里、记在心头，居民们由之前的“看
着干”变为“跟着干”。“居民们越来
越爱自己的家、自己的社区！比如在
疫情防控工作中，哪家有人从外地回
来，马上就有居民向社区反映。”看着
社区的变化、感受着居民素质的提升
和对社区工作的支持，戴颖谦觉得10
年的辛苦付出获得了丰厚的回报，这
让她觉得充实和快乐。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喊
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戴颖谦说这是
她的座右铭。

百 姓 的“ 解 难 书 记 ”
——记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戴颖谦

本报 9 月 12 日讯 （见习记者
梅刚）记者从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了解到，我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丧
葬补助金标准将再次提高，丧葬补助标
准由2021年的1596元提高至1680元，
较2019年提高144元，调整后的标准从
2022年起执行。这是我区城乡居民养
老保险丧葬补助金第二次提高标准。

据了解，我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丧葬补助金发放对象为待遇领取期间
死亡人员的法定继承人或受益人，丧
葬补助金发放标准为12个月的上一
年度自治区确定的最低标准基础养老

金。已出台丧葬补助办法的盟市，补
助标准高于自治区标准的，按原标准
执行。丧葬补助金由自治区、盟市、旗
县（市、区）三级财政共同负担。我区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丧葬补助政策自
2019年 1月 1日实施以来，已累计发
放1.74万人次、3.3亿元。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城
乡居民养老保险处四级调研员皇甫若
来表示，提高丧葬补助金标准，能在一
定程度上减轻参保群众办理丧葬时的
经济压力。同时，对减少死亡冒领，维
护基金安全会产生积极影响。

2022年我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丧葬补助金提高至1680元

优化营商环境 净化政治生态

在区域运动会上，戴颖谦担任重温入党誓词领誓人。

本报9月12日讯 （记者 帅政）
2021年1-8月，全区环境空气质量平
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85.9%，同比下降
2.7个百分点。沙尘天气影响导致的
超标天数占总超标天数的55.6%，同比
上升29.8个百分点；臭氧超标天数占
总超标天数的29.6%，同比上升4.1个
百分点。12个盟市优良天数比例由高
至低依次为：呼伦贝尔市（99.2%）、兴
安盟（96.7%）、锡林郭勒盟（95.0%）、
赤 峰 市（93.0% ）、乌 兰 察 布 市
（88.5%）、通辽市（85.2%）、呼和浩特
市（82.7%）、阿拉善盟（79.8%）、鄂尔
多斯市（79.0%）、包头市（78.6%）、巴
彦淖尔市（78.2%）、乌海市（74.5%）。

全区PM2.5平均浓度为23微克/立
方米，同比下降 20.7%。12 个盟市

PM2.5平均浓度由低至高依次为：锡林
郭勒盟（10微克/立方米）、呼伦贝尔市
（17微克/立方米）、阿拉善盟（20微克/
立方米）、乌兰察布市（22微克/立方
米）和鄂尔多斯市（22微克/立方米）、
兴安盟（24微克/立方米）和赤峰市（24
微克/立方米）、巴彦淖尔市（25微克/
立方米）和乌海市（25微克/立方米）、
呼和浩特市（27微克/立方米）、通辽市
（29微克/立方米）和包头市（29微克/
立方米）。

按照常规六项污染物综合指数排
名，12个盟市环境空气质量由好至差
依次为：锡林郭勒盟、呼伦贝尔市、兴
安盟、阿拉善盟、乌兰察布市、赤峰市
和通辽市、巴彦淖尔市、鄂尔多斯市、
呼和浩特市、包头市、乌海市。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公布
1-8月全区环境空气质量状况

9 月 12 日，呼和浩特
市新城区胜利街小学的学
生合唱 《爱我中华》。当
日，“童心向党·心中的歌
儿唱给党暨文明礼仪‘大
手拉小手·文明我同行’”
展演活动在新城区苏雅拉
广场举行，来自新城区的
小学生们带来了合唱《爱
我中华》、啦啦操《文明少
年》、朗诵《请党放心，强国
有我》等节目，为呼和浩特
市文明城市创建助力添
彩。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大手拉小手
文明我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