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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0 日，清镇市物流新城管委会到辖

区贵州天禾巨鑫粮油有限公司进行实地走

访，了解企业经营状态及存在的困难；

9 月 20 日， 根据流长金利煤矿提出的企

业厂区内通信信号较差的问题， 市工信局组

织移动、联通、电视三大运营商到实地查勘，

并就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9 月 28 日，市工信局、物流管委会到多

门门业解决企业提出的高压电线迁改问题；

……

为了解和帮助解决企业发展过程中存

在的困难和问题，清镇市组织对辖区内企业

开展“大遍访” 工作。

凡是在市域范围内进行工商登记注册、落

户清镇的企业，实现遍访企业全覆盖，最大限

度了解企业的真实需求与迫切诉求，并将遍访

收集诉求情况按照一、二、三产的产业类别进

行分类，能立即解决的由乡（镇、社区）、管委

会现场予以解决；不能立即解决的报经三大产

业相关牵头部门予以帮助协调解决；三大产业

相关牵头部门仍不能解决的，按程序报分管市

领导、市主要领导召开专题会调度解决，确保

企业招得来、落得下、能发展。

“今年以来，清镇市供电局加大在电网设

施上的投入，积极争取资金支持，目前已累计

投入约两亿元。 ” 清镇市供电局局长王北平

说，通过对电网设施的改造，能够有效解决全

市电网供电可靠性低、电压稳定性差的问题，

让高耗能型企业不再受停电的困扰。

为更好地为企业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

解决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清镇市

创新提出“三步工作法” 。

“现在，涉及营商环境集中整治工作的

事项，均实行‘转办→督办→问责’ 的三步

工作机制。” 清镇市投资促进局党组成员、市

营商办专职副主任谢永春说，市营商办转办

工作到涉及单位后，对没有落实或落实不到

位的下达督办通知，督办通知后仍没有整改

落实或整改落实不到位的，由市纪委监委进

行严厉问责。

今年，清镇市对贵阳凹凸凹置业有限公

司反映的关于开通公交车停靠生态城停靠

港问题、贵州科伦药业有限公司请求清理园

区道路问题、贵州清欧置业有限公司反映解

决临时办公场地问题、科大讯飞反映多次停

电问题等进行了转办，问题最终均得到有效

解决。

除此之外，市纪委、市督办督查局还组

成营商环境联合暗访组，对全市政府服务窗

口进行了暗访督察，并对督察过程中发现的

“不作为、慢作为” 进行问责处理，并责令限

期整改。

下一步， 清镇市将不断强化队伍建设，

实施流程再造，多措并举改善投资和市场环

境，为市场增活力，为企业增效益，为群众增

便利，努力实现减时间、缩流程、降成本、优

服务，不断提升企业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本报记者 龙润秋

本报讯 开 展 督 导 检

查、固化整改成效、强化执

纪问责……今年以来，清镇

市结合脱贫攻坚工作实际

和廉政风险点 ， 加强监督

执纪问责力度， 筑牢了脱

贫攻坚工作的纪律保障。

工作中，清镇市纪委监

委牵头组织扶贫重点部门

和乡（镇、社区）有关人员

组成 市级督 导检 查 组 ，对

全市 22 个低收入困难村 5

项专项监察涉及的部分项

目和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进

行实地检查。 督导检查发

现 问 题 63 个 ， 转 交 各 乡

（镇、社区）核查整改 ，对

违规违纪的问题进行立案

查处。

同时， 以相关单位自查

为基础，组织市级督导检查

组、各纪检监察综合派驻组

及各乡（镇、社区）纪委对

问题整改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共督导检查省扶贫办反

馈脱贫攻坚成效考核问题

11 个，调查核实贵阳市检查

组反馈问题 10 个， 督导 21

个问题全部整改完成；对基

层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

题开展常态化走访排查，共

走访村寨 59 个 ， 走访群众

605 户 1333 人；办理扶贫解

困专项巡察移交问题线索

21 条，立案 27 件，党政纪处

分 20 人。

此外 ，严肃查处在扶贫

项目 实施 中 滥 用 职 权 、违

规操作， 在扶贫资金分配

中虚报冒领、贪污私分、截

留挪用等行为。 专项治理

工作开展以来，立案 73 件，

结 案 48 件 ， 约 谈 提 醒 22

人，通报批评 23 人，诫勉谈

话 3 人，党政纪处分 48 人，

移送司法机关 2 人，形成有

效震慑。

（本报通讯员 龙香 汪荣）

加强监督执纪问责

筑牢脱贫攻坚保障

本报讯 今年以来，清

镇市积极探索多元化矛盾

纠纷调处机制，整合诉讼外

的资源和力量，建立诉调分

流机制 ，搭建“法律门诊 ”

便民服务平台，为群众提供

法律咨询及调解服务，从源

头上减少大量案件进入诉

讼环节，节约了有限的审判

资源 ，有效缓解了“案多人

少 ” 等难题，不断加强和巩

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第

一道防线” 。

据了解，2018 年， 清镇

市制定出台《关于民商事案

件繁简分流和诉调速裁实

施办法》，对家庭纠纷、小额

债务、 消费者权益保护、交

通事故 、医疗纠纷 、物业管

理等适宜调解的矛盾纠纷，

在征得当事人同意的情况

下，将纠纷引导至“法律门

诊” 进行调解。 为提升“法

律门诊 ” 问诊水平，该市挑

选本地有威望、有调解工作

经验的退休法官、老师等乡

贤，开展调解业务相关法律

知识培训指导，着力培育一

支具备法律知识、善于调解

纠纷、热心公共事务的专职

调解员队伍。 通过面对面调

解、在线调解、视频调解、电

话调解等灵活多样的方式，

以法育人治 “病症” 、 以德

立身析“病理 ” 、以人为本

除 “病灶” ， 将群众的矛盾

纠纷、琐事小事消除在萌芽

状态， 形成了办事依法、遇

事找法、解困靠法的社会治

理良好氛围。

截至目前，清镇市“法律

门诊” 共调解案件 900 余件，

调解协议达成后当场履行案

件义务款 600 余万元、期限内

履行案件义务款 350 万元。

（本报通讯员 洪颖）

搭建“法律门诊”

解群众矛盾纠纷

本报讯 清镇市推广使

用静电喷雾器、 高效低容量

喷雾器等新型喷雾设备，为

保障农作物病虫防治、 农药

减量施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近年来， 该市在实施农

药零增长行动中，通过组织

开展培训、发放宣传资料等

方式， 向辖区农业企业、合

作社和种植大户讲解农药

减量施用、保障农产品质量

安全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普

及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

防统治技术。 同时，在全市

推广使 用 新型 喷 雾 设 备 。

2014 年以来，全市累计发放

静电喷雾器、新型低容量喷

雾器等 748 台。

据介绍， 这种新型喷雾

器由 2.55 公斤重的电瓶增

压机 、100 米高压喷管及收

管机、超延长伸缩组合喷杆

喷头和一套防护服等组成。

使用新型喷雾器施药不用

背负药水 ， 降低了劳动强

度。 一人即可操作施药，每

天 可 喷 施 20———50 亩 ， 提

高施药效率 2———5 倍 。 新

型喷雾设备的推广为农作

物病虫防治、农药减量施用

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提供了

有力保障。

（本报通讯员 龙香）

推广使用新型喷雾设备

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本报讯 今年以来，清

镇市供电局通过压缩用电办

理时间， 破除制约企业和群

众办事创业的体制机制障

碍， 在现行体制框架下主动

加快“放管服” 改革，为促进

创业降门槛， 为各类市场主

体减负担， 为激发有效投资

拓空间，为群众办事增便利，

全力优化营商环境“获得电

力” 指标。

工作中，该局在压缩用电

报装时间方面， 坚持办理报

装业务“只跑一趟” ，开展客

户报装免填单、 标准化供电

方案免审批、 标准化设计免

审批、中间检查免复验、竣工

验收免复验“五免” 服务，最

大程度地减少业扩报装送电

时间。 通过优化，零散居民用

电报装时间由 17 个工作日压

缩为 4 个工作日； 低压客户

由 23 个工作日压缩为 8 个工

作日， 高压客户单电源报装

时间由 47 个工作日压缩为

20 个工作日； 高压客户双电

源报装时间由 62 个工作日精

简为 34 个工作日。 报装流程

由标准的 8 个精简为 5 个；

高压客户报装手续由标准的

31 项精简为 11 项， 减少 20

项； 低压客户报装手续由标

准的 28 项精简为 2 项 。 同

时，还通过开展保姆式服务、

推行首问负责制、 客户安全

用电检查等举措， 提高服务

水平， 提升办电业主的满意

率。

此外，清镇市供电局还积

极向上争取电网设施改造资

金，2018———2019 年计划配

电网建设投资 3.8 亿元，目

前已累计投入约 2 亿元。

（本报通讯员 王远军）

清镇市供电局———

压缩用电办理时间

提高群众满意率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 龙润秋 统筹

办事有效率，企业少忧虑，群众更方便，清镇市———

创新“三步工作法” 打造营商好环境

九月份， 整合住建房屋管理、房

屋税费缴纳、不动产登记服务的清镇

市不动产登记交易服务大厅正式启

用，实现了群众办理不动产权证“一

窗式” 受理、“一站式” 办结；

十月份，启动贵州首个微信公众

号受理不动产线上申请服务，市民只

需添加“清镇不动产官微” 微信公众

号， 就可以提交自己的申请资料、预

约取证时间，到大厅查验原件并缴费

后即可取证；

同月， 清镇市对 28 家符合扶持

政策财政兑现条件的单位进行现场

兑现，兑现金额共计 1875 万元。

至此，清镇市涉及贵州省、贵阳市

级政策兑现的项目已实现 100%兑现到

位，清镇本级作出的“10月底兑现率不

低于 50%”的承诺已超额完成。

……

2018 年，是贵阳市产业大招商突

破年。 为各类市场主体减轻负担，让

企业、群众办事更加便利是清镇市优

化营商环境的立足点。

压缩办理时限， 简化办理流程，

提升办理效率。清镇市不仅从顶层设

计出发， 制定优化营商环境的新机

制，更从业务办理实际出发，全方位、

多角度提升企业和群众的满意度和

获得感。

“我之前已经在手机上

完成了不动产业务的办理，

现在到大厅来， 是复核资料

并领取证件，完成这项工作，

仅仅用了两天的时间。 ” 在

清镇市不动产登记交易服务

大厅， 前来办理业务的市民

谢梦说。

谢梦是贵阳银行清镇支

行的工作人员， 因负责客户

不动产业务的办理， 他算是

不动产登记交易服务大厅的

常客了。

以往， 谢梦办理不动产

业务要先进行预约， 然后到

大厅申请办理、提交资料，四

个工作日后， 才可在大厅领

取产权证， 遇上办理业务的

人多的时候， 排队等候是家

常便饭。

“以前，市民在政务服

务大厅窗口办理不动产登

记，存在许多问题。 首先，市

民不知道如何办理不动产

登记，要特地来咨询 ，而且

咨询事项多， 一次记不住，

还要跑几次。 ” 清镇市国土

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中心主

任戴大梅说。

除了咨询如何办理业

务，市民在政务服务大厅排

队等待的时间也很长，因为

涉及不动产业务办理的窗

口少，且不动产登记的受理

与审核办证的办公区域分

离，相关部门难以在一个区

域里集中办公，在不动产登

记窗口受理申请后，市民还

要去其他部门办理交易备

案 、缴纳税费 、获取测绘图

纸等，导致多个部门和窗口

多头跑。

为简化不动产业务办

理流程， 减少群众 “反复

跑”“多头跑” 的次数，清镇

市国土资源局建立了整合

住建房屋管理、房屋税费缴

纳、不动产登记服务的清镇

市不动产登记交易服务大

厅， 大厅于 9 月 17 日正式

启用，真正实现了市民办理

不动产权证 “一窗式 ” 受

理、“一站式” 办结。

“在建立了‘一站式服

务’‘一窗式受理’ 的不动

产登记交易服务大厅后，我

们发现某些市民对于办理

流程、所需资料仍然不够清

晰，‘反复跑’‘排长队’ 等

问题虽有所缓解，但仍然存

在。 ” 清镇市国土资源局副

局长李珺说。

为真正实现让群众 “只

跑一次” 的目标，清镇市国土

资源局研发了线上申请不动

产登记的微信公众服务项

目，通过微信公众号，市民就

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上申

请不动产登记服务。

“以前，线下登记是受理

跑一次，领证再跑一次。 现在

的线上登记就只用跑一次，

客户把需要的资料通过手机

线上扫描， 传输给我们的审

核人员， 审核人员审核通过

后， 就预约客户来复核纸质

资料，若复核成功，20 分钟内

就可出证， 客户只需跑领证

这一次。 ” 戴大梅说。

目前， 不动产登记线上

服务可办理预告抵押和存量

房抵押两项登记工作， 下一

步， 该线上服务系统还将延

伸至不动产产权证、 不动产

抵押等各项不动产登记业务

中， 实现清镇政务审批服务

的加速前进， 最大限度地为

群众和企业提供便利。

为着力创造审批最少、

流程最优、效率最高、服务最

好、获得感最强的营商环境，

降低企业办事成本特别是制

度性交易成本， 清镇市按照

精简环节、精简时间、增加透

明度的原则， 对营商环境中

各手续审批流程和时间进行

大幅压缩。

今年以来， 清镇市政务

服务大厅深入贯彻落实清镇

市营商环境“十条” ，以“实

体办事大厅” 和“网上办事

大厅” 两个标准化建设为抓

手， 多措并举提升政务服务

效能。

通过审批前置清理、流

程优化压缩， 政务服务大厅

实现了事项办理时限在法定

时 限 的 基 础 上 平 均 压 缩

60%， 对涉及营商环境的 23

个 事 项 平 均 压 缩 率 达

77.5%。 其中 39 个事项实现

即办， 办理时间比原来快一

半以上。

“办理建设许可” 方面，

审批所需资料已由 27 项精

简为 13 项，审批时限由 272

天压缩为 105 天， 目前还在

105 天的基础上再次压缩至

91 天以内；

“开办企业” 方面，已通

过放宽市场准入、实行“一审

一核” 制、进一步缩短办照时

限等措施，企业登记已由原 5

个工作日提前为 3 个工作日

办结， 市级重点招商引资项

目开设绿色通道， 当天受理

当天办结；

“登记财产” 方面，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

权首次登记等登记业务已压

缩到 12 个工作日内；所有抵

押登记业务从法定的 30 个

工作日压缩到 8 个工作日；

预告登记从法定的 30 个工

作日压缩到 5 个工作日；

……

为切实解决群众一件业

务多个窗口来回跑的问题，

政务服务大厅以“精简材料、

优化流程、压缩时限、减少跑

腿次数” 为目标，于今年七月

份推出 “开办 300 平方米以

下小餐馆、小超市” 等 10 余

项“集成套餐” 服务事项。

“现在，市民或企业来申

领发票，程序简化了很多。 ”

政务服务大厅工作人员说，

以往客户申领发票得经过登

记、税种鉴定等复杂的程序，

办理时间至少一周， 在政务

服务大厅提供 “套餐式” 服

务后， 有效整合了办理相关

业务所需的部门以及证件，

现在办理申领发票只需半小

时即可。

目前，清镇市群众“零跑

腿” 办理的事项共 41 项，最

多跑 1 次办 理 的事 项 121

项 ， 跑 2 次以上的事项 71

项，并对全市 1700 余个申请

材料按照要求进行逐项审

核，保留材料 268 项，取消材

料 76 项，有效杜绝“奇葩证

明” 。

清镇市政务服务大厅。 本报记者 龙润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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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简化办理流程 让群众“少跑路”

开展企业遍访

解决企业难题

B

压缩办理时限 让办事更高效

清镇市营商办到职教城管委会检查营商工作开展情况。

清镇市投促局供图

清镇市兑现企业扶持政策资金现场。

清镇市投促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