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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天市场准入 5天获产权证 50天取许可证

“3550”工程正式启动
本报讯 （通讯员 王伟 记者 杨晓莉）日前，

市政府办正式出台实施《关于印发 <三类指标
事项审批流程图 >的通知》，这标志着我市
“3550”工程正式启动。今后，办事企业或群众
可望“3个工作日内完成市场准入、5个工作
日内获得不动产权证、50个工作日内取得工业
建设项目施工许可证”。

今年以来，按照“审批事项最少、办事效率
最高、创业创新活力最强”的改革目标要求，我
市多次组织相关涉审部门赴外学习，对表找
差，分析我市在申报材料、办理时限上存在的
短板和堵点。在学习先进地区可复制、可推
广、可借鉴的经验基础上，近日，市政府办印
发了关于我市推进简政放权“三减”工作的通
知，要求各涉审部门，改变以往审批模式，在
“梳理事项、优化流程、规范中介、审批后置、
窗口整合、服务提升”等 6个方面进行压缩、
简化，进一步优化审批流程，缩短办事时间，
提高办事效率，严格将“开办企业”“不动产交
易登记”“施工许可”等三类指标事项的办理时
间控制在 3个、5个、50个工作日内。

“三类指标事项流程图的出台既是对省、
扬州市‘放管服’改革工作的拓展和深化，也
代表着我市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
革工作真正进入了深水区。”市政务办相关负
责人介绍说，下一步，市政务办将进一步转变
理念，将我市“放管服”改革向纵深推进。

邮运世遗文化景区入选
全国优选旅游项目名录

本报讯（通讯员 宋文宝 记者 王
小敏）近日，记者从市旅游局获悉，国
家旅游局会同国家开发银行等 12家
金融机构共同遴选推出了《2017全国
优选旅游项目名录》，我市邮运世遗
文化景区项目“榜上有名”。据了解，
这是继 2015年清水潭旅游度假区项
目及 2016年龙虬庄考古遗址公园项
目后，我市入选全国优选旅游项目名
录的第三个旅游项目。

据了解，此次全国优选旅游项目
评选，从项目的成熟度、开工条件、市
场前景、示范引领和带动作用等方面
综合考虑，最终确定了 680个旅游项
目入围。对于入选的全国优选旅游项
目，国家旅游局将给予重点支持，各
省级旅游部门和相关金融机构将建
立银旅协作机制，积极推动优选旅游
项目落地，把旅游项目尽早转化成游
客喜爱的旅游产品。

我市邮运世遗文化景区项目计
划以 4A级景区盂城驿为核心，以市
河风光带、王氏纪念馆、镇国寺、西堤
风光带、运河故道等相关资源为重要
支撑点，向周边不断拓展，将邮驿文
化旅游区与运河旅游区相结合，逐步
形成以运河文化为核心，融邮驿文
化、水文化、宗教文化为一体，既能满
足大众观光体验和休闲度假需求，又
能体现小众独特文化情趣追求方向
的国家 5A级旅游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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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督办部分代表建议
本报讯（记者 管玮玮）14日上

午，市人大召开代表建议督办会，了
解 10个部门单位代表建议办理工作
进展情况，协调解决办理过程中遇到
的矛盾与问题，确保办理工作取得实
效。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明如参加
会议。

在市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代
表们共提出 262件涉及全市经济、民
生、环保等各个方面的建议，其中市
教育局、卫计委、交通局、人社局等 10
个部门和单位分别承办了 10件以上
人大代表建议。

督办会上，在听取有关部门单位
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情况汇报后，孙明
如充分肯定了各部门单位办理工作
所取得的成绩。他要求各承办部门单
位要抓紧时间、集中精力办理好代表
建议；要积极合作、形成合力共同推
进办理工作，力求办出实效，让代表
满意，让群众满意。

省夏粮收购检查组来邮
调研指导夏粮收购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刘金友 记者 周雷森）昨日，
由中储粮南京分公司总经理胡平南、省粮食局
副巡视员韩峰等组成的省夏粮收购检查组来
邮，调研指导夏粮收购工作。扬州市粮食局局
长姜开圣，我市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成员、市
委统战部部长杨文喜等陪同。

为切实做好今年夏粮收购工作，我市粮食
部门和各粮食收购库点宣传到位、准备充分，
同时大力开展预约收购、上门收购，夏粮收购
稳步推进。截至 6月 13日，全市已入库小麦
5.5万吨，其中托市收购 2.7万吨，自营（含省、
县级储备）2.8万吨。

在邮期间，检查组深入五里坝国储库、三垛
粮库等现场了解情况，听取了相关情况汇报。
检查组充分肯定了我市夏粮收购工作，同时希
望我市继续执行好国家粮食收购政策，对符合
托市质量标准的小麦敞开收购、应收尽收；抓
紧完善基础资料，做好第二批托市库点申报，
避免出现农民卖粮难；充分掌握粮情，确保收
得进、保得好；密切关注民情，高度重视舆情，
全力以赴做好夏粮收购工作，确保将国家惠农
政策落到实处。

省督查组来邮督查省集中开工项目
本报讯（通讯员 刘媛 记者 杨晓莉）14

日上午，由省水利厅、省发改委有关负责人
组成的省督查组一行来邮，检查我市年初
参加省集中开工项目建设情况。副市长邱加
永陪同检查，副市长王永海参加相关活动。

我市共有省集中开工项目 4个，总投
资 55亿元，2017年度计划投资 17.2亿
元。今年以来，我市全力抓好省集中开工重
大项目推进工作，目前4个项目已全部开工
建设，1至5月份累计完成投资4.46亿元。

督查组一行先后来到扬州海润光伏科
技有限公司多晶硅锭和太阳能级多晶硅片
项目、江苏航天水力有限公司大型高效流
体输送泵及系统国产化项目、扬州林禾科
技园有限公司林禾科技创业园和江苏晶品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光伏资产重组项目建
设现场，实地检查项目开工及进展情况。督
查组对我市省集中开工项目建设情况给予
充分肯定，并就进一步做好项目推进等工
作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建议和相关要求。

市监局举行创建冲刺列装誓师会
本报讯（通讯员 郑玉林 记者 翟甜甜）

14日上午，市市监局举行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冲刺列装宣誓仪式，向全系统干部职
工发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冲刺动员令。副
市长邱加永出席活动。

仪式上，邱加永强调，当前已进入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冲刺阶段，市场监督系统
要充分认清形势，坚定信心，坚决打赢这
场硬仗。他要求市场监管系统广大干部职
工要不辱使命，敢于直面矛盾和困难，勇
于担当责任和使命，不怕吃苦、勇于奉献，
用实干和业绩赢得尊重和信任；尽责为
民，积极落实“三服务”要求，加快改革创

新步伐，从服务企业、服务群众的点滴小
事做起，从每一件证照的办理做起，把对
百姓负责作为心中之尺，让企业和百姓切
实增加获得感；要集中力量攻克各类“顽
症”和老大难问题，全面展示市监系统的
良好形象。

仪式上，市监系统全体干部职工进行
了集中宣誓。宣誓仪式结束后，大家分成
11个小组奔赴各自辖区对相关农贸市
场、餐饮企业进行监督检查。

乡村医生杨宝森事迹报道引关注
本报讯（记者 殷

朝刚）14日《高邮日
报》三版刊发题为《宝
森！你走了，我们生病
了怎么办》的报道，深
情讴歌乡村好医生杨
宝森敬业爱岗、默默奉
献，心里始终装着群众
的感人事迹。杨宝森的
事迹经“今日高邮”微
信平台和《高邮日报》
报道后，在社会上引起

较大反响。市委书记勾
凤诚在第一时间作出
批示，要求深度挖掘宣
传乡村好医生杨宝森；
市长潘学元也在第一
时间点赞“好人、好医
生、好感人！”；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张秋红留
言“扎根基层，默默奉
献48年，让人感动，高
邮好人！”；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潘建奇也
对此作出批示和要求。

乡村医生杨宝森
的事迹报道后，市卫计
委立即召开领导班子
成员会议，决定号召卫
计系统全体干部职工
学习杨宝森医生的精
神，并形成事迹材料，
开展杨宝森事迹巡回
演讲活动；启动第二届
最美乡村医生寻找活
动等。14日下午，市卫

计委主要负责人又专
程到杨宝森家慰问。三
垛镇党委政府立即制
订方案，宣传身边好
人。据了解，扬州市卫
计委也迅速组织班子
对乡村好医生杨宝森
的事迹进行深度挖掘
宣传，并决定在扬州市
卫计系统开展学习好
医生杨宝森事迹活动，
同时积极向上推荐申
报，以进一步弘扬好人
精神。

杨宝森的事迹报
道在“今日高邮”微信平
台发布后，半天时间的
阅读量就达到了 4000
人次，网友们纷纷留言
为乡村好医生点赞。网
民杨宝来留言说：“一个
乡村全科医生走了，您
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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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国信领导来邮督查燃机热电项目
本报讯（通讯员 曹妤 记者 殷朝刚）14

日，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集团副总经理
徐国群等一行来邮现场督查江苏国信高
邮热电厂项目建设情况，并慰问工地建
设者。

江苏国信高邮燃机热电联产项目于
2016年9月落户开发区，一期工程总投资
11亿元，建两套100MW 级燃气蒸汽联合
循环热电联产发电机组。目前，项目建设进

展顺利，已完成投资6亿元。
徐国群在现场督查时要求项目建设

单位要抢抓当前睛好天时，精心组织，
科学施工，严管安全，严把质量，按照
《施工组织总设计》中的目标和建设要
求，全力抓好机组设备调试并网发电工
作，确保实现年内高水平达标投产，为
创造中国电力优质工程和江苏 6F级燃
机热电联产样板工程打下坚实的基础。

居朕宇 王林山 摄

勾凤诚视察防汛工作，要求———

全面落实责任 确保安全度汛
本报讯（记者 玉梅）14日下午，市委

书记勾凤诚率市委办、水利局、高邮镇、
环保局、国土局、发改委等部门主要负
责人视察全市防汛工作。他强调，全市
上下要切实增强做好防汛工作的责任感
和紧迫感，未雨绸缪，全面落实防汛责
任，扎实做好防汛各项准备工作，确保
全市安全度汛。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
成员、市委统战部部长杨文喜，副市长
王薇参加视察活动。

勾凤诚一行先后来到大寨河综合整
治工程现场、高邮镇湖滨老庄台圩以及大
运河、高邮湖、马棚湾等地实地了解防汛
排涝情况，听取我市水利工程建设及汛
前准备情况汇报。他强调，梅雨季节即
将来临，我市即将进入防汛工作的关键
时期，全市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防汛
工作，克服麻痹思想，切实增强做好防
汛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要全面落实
防汛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夯实防汛基

础；要利用当前的晴好天气加快水利工
程的建设，同时做好对防洪堤坝、重点部
位、险工患段的巡查和修缮工作，确保万
无一失；要做好应急准备，按照预案确保
人、财、物准备到位。同时，市防汛抗旱指
挥部要履行职能，加强对全市防汛工作的
调度、检查和指导，确保全市安全度汛。

勾凤诚要求，要高度重视城区防汛
工作，科学制定防洪排涝预案，确保城市
不淹不涝，经受得住大暴雨的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