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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要闻

东东昌昌府府区区行行政政审审批批仅仅留留112211项项
审批项目取消101个，审批主体由41个减少为32个

本报聊城12月17日讯(记者
张跃峰) 根据东昌府区政府

最近出台的意见，对行政审批
制度改革优化经济发展环境进
行深化，在2012年公布的298项
行政审批项目基础上清理后仅
保留121项，以实现在全省及周
边地区审批项目最少、速度最
快、收费最低。

根据东昌府区政府出台的
意见，此次精简审批项目进一
步加大了精简力度，重点围绕
企业登记和固定资产投资审批
进行逐项审查，做到“三个一
律”：凡上级明令取消或没有设
定依据的一律取消；凡省内其
他地市没有保留的，一律不予
保留；凡职能相近、申报材料相
似、重复审批的项目一律合并。

按照这个原则，在2012年

公布的298项行政审批项目基
础上，清理后仅保留121项。其
中，取消101项，转变管理方式15
项，初审上报17项，合并精简44
项，精简率达59 .4%。行政审批
主体由41个减少为32个，精简
率达22%。与此同时，严格控制
新设行政审批项目，因国务院、
省政府和市政府下放审批权限
或者新出台法律法规确定由区
级承办的行政审批项目，经法
制部门备案后，方可纳入东昌
府区行政审批项目目录。

据东昌府区行政服务中
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在精简审
批项目的同时还进一步优化
了审批流程。推进集中办理。
对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要
100%进驻行政服务中心办理，
因涉密、场地限制等特殊情况

暂不进入行政服务中心的，必
须报经区政府批准，由部门设
立专业大厅集中办理，参照聊
城市的做法，加挂“分中心”牌
子，纳入区行政服务中心的管
理和考核。对进驻行政服务中
心的审批项目，部门要对窗口
100%授权，实行“一名领导分
管、一个科室履职、一个窗口
对外、一枚公章签印”的审批
模式。

简化申报条件，凡是没有
法律法规依据或者明显与审
批无关的申报材料，一律取
消。对需要提供申请报告或申
请 书 的 ，一 律 简 化 为“ 申 请
表”。将内容相似的材料予以
合并，行政审批项目申报材料
要再简化1/3以上。压缩审批
环节，以方便企业和群众为出

发点，不断优化审批流程。取消
无实质内容的审批环节，减少
不必要的把关和签批，对仅需
书面审查的，要做到即时办结，
即办率要达到90%以上；一般事
项实行“一审一核”，3个工作日
内办结；需要现场踏勘、集体论
证等特别程序的，7个工作日内
办结；重大事项实行“特事特
办”，确保审批效率提高60%以
上。

实行网上审批，建设集引
导服务、网上咨询、网上申报、
网上预审和监督评价等功能于
一体的场景式自助服务系统，
做到项目申报、审核、批复、反
馈等环节全过程网络化、信息
化，实现中心和部门之间网络
互联互通、信息共享和业务协
同。

外来投资项目

将设立绿色通道

相关新闻

审批手续费证照工本费全部取消

围绕清理收费项目，东昌府
区决定依照国家和省市行政事业
性收费(含政府性基金)目录，对
全区与行政审批相关的各项收费
进行审查。

凡上级明令取消或没有设定
依据的，一律取消；各类审批手续
费、证照工本费一律取消。所有行
政事业性收费要严格实行“票款
分离”和“收支两条线”，直接上缴
省市级财政的，要定期将收费情
况报财政部门备案。在初步实现
取消8项、免征14项的基础上，进
一步降低审批收费标准。

开展全区中介组织(含行业

协会)专项治理，对涉企经营服务
性收费进行清理。重点规范行政
审批前置中介组织收费行为，禁
止行政机关指定中介组织，禁止
机关人员在中介组织任职，禁止
中介组织挂靠职能部门。积极扶
持或引进服务质量好、信誉高的
中介组织。鼓励正当竞争，打破行
业垄断，培育中介服务市场。要采
取公开招标的方式，把中介组织
收费降到最低。经营服务性收费
标准有上下限的，按下限的1/2执
行；协商收费的，由物价部门核定
收费标准，报区政府批准后执行。

本报记者 张跃峰

企业注册废除主管部门先审批制

根据新的意见，东昌府
区还进一步创新审批机制，
实施商事主体登记制度。降
低企业登记准入门槛，废除
先主管部门审批，后工商登
记的做法，商事主体可直接
向工商部门申请登记，取得
营业执照后即可从事一般性
生产经营活动；从事需要许
可的生产经营活动，商事主
体持营业执照和有关材料向
主管部门申请许可，并将注
册资本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
登记制，放宽工商登记条件。

强化并联审批，进一步

完善企业登记和固定资产投
资并联审批制度。对企业登
记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审批
涉及的办事环节进行优化整
合，能并联审批的一律并联
进行。建设联合审批网络平
台，实现“一口受理、信息共
享、同步审批、限时办结”的
运行机制。大力推进联合审
图、联合勘验、联合验收、多
证联办以及跨行政区域联合
审批。实施申请“一表制”、审
批“一章制”、勘验“一车制”
和收费“一口制”。

本报记者 张跃峰

在企业审批过程中，东昌
府区将实行全程代办制度，设
立“外来投资项目绿色通道”，
对外来投资项目和全区重点项
目，实行“一对一”保姆式服务，
提供信息咨询、立项审批、施工
许可等全方位、全过程代办服
务，确保各类项目早落地、早开
工、早投产。

与此同时，实行重点项目
联席会议制度，对全区的招商
引资项目、重点项目，需要两个
或两个以上部门审批的事项按
照“一门受理、联合预审、集中
踏勘、联席会办”的并联审批模
式，启动联席会议进入联审联
批程序。联席会议一般由中心
管委会和主审部门窗口共同组
织。原则上投资1亿元以上项目
提请分管中心的区领导主持，
投资1亿元以下项目由中心管
委会负责人主持。关系经济发
展大局的投资项目，联席会议
提请区政府主要领导主持召
开。因市、区两级事权划分所致
的区级权限职能缺失的联审项
目，由区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
提请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召
开两级联审会共同办理。

本报记者 张跃峰

湖湖南南路路徒徒骇骇河河桥桥1100日日内内拆拆除除
三条公交线路调整

本报聊城12月17日讯 (记
者 谢晓丽 通讯员 张迪 )

16日8时36分，湖南路徒骇河
旧桥重建工程正式启动，10日
内旧桥将全部拆除，南侧便桥
投入使用。经过该大桥的2路、
S7路、K7路三条公交线路改
线。

17日，记者在湖南路徒骇
河桥建设现场看到，旧桥已经
封闭施工，桥面已拆除三分之
一。现场机器轰鸣，上百建设
工人紧张忙碌着。大桥南侧，
由市住建委修建的便桥正式
通行，成为目前湖南路跨徒骇
河的主要通道。目前，通行情
况良好，没有出现堵车现象。

市住建委桥梁指挥部刘

科长告诉记者，市住建委按
照市委市政府要求，为确保
湖南路徒骇河旧桥拆除、重
建时后不影响通行，市住建
委利用 2个月的时间修建了
湖南路徒骇河便桥工程。据
了解，该便桥为钢结构，双向
4车道，跨徒骇河、二干渠全
长500米，桥体承载能力有限，
限重5吨，限高3m，限速20km
/小时，同时陈口路以南滨河
大道两侧道路将禁止通行。

因 为 便 桥 承 载 能 力 有
限，在综合考虑多辆车同时
通过便桥时便桥承受的重量
及车辆通过时产生的共振现
象后，住建委与交警部门将
实时检查、管理，确保通行通

畅及人身安全。同时，住建与
交警部门也呼吁车辆在通过
便桥时，车速要慢，但不要停
车；要遵守交通秩序，确保交
通通畅，保障安全通行。

该大桥施工涉及的三条
公交线路临时调整。2路车按
照原路线行驶至菜市口后改
线，向东走二中至光岳路，向
北走到聊大花园后调头，沿
光岳路至湖南路，向西走到
终点站聊城体育馆。S7路/K7
路沿原线走至聊大南门之后
改线，绕行花园路至菜市口
向东，走到光岳路向南，然后
S7路走到终点站聊城市疾控
中心，K7路走至终点站鲁西骨
科医院。

长江路封闭施工

两公交线路调线

本报聊城12月17日讯 (记者
谢晓丽 ) 因高新区长江路改

造施工，施工期间禁止一切车辆
和行人通行。经过此条道路的两
条公交线路13路、28路调线。

记者了解到，高新区长江路
将改造施工，施工期间需要对长
江路(光岳路至东外环)限行，届
时限制一切车辆和行人通行，封
路限行时间将至2014年6月15日。
市民和驾驶员应提前选择行车
路线，并按照有关标志、标线通
行。

同时，经过该道路的两条公
交线路13路和28路将临时调线。
13路公交车从站北花园北门出发
后，按照原线路至光岳路后向
北，至黄河路向东，至华山路向
南，到达终点站聊大东苑。28路公
交车自火车站出发沿原线行至
黄河路后向东，至新东环向南，
然后行至终点站聊牛路口。

相关新闻

临时便桥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报记者 谢晓丽 摄

湖南路徒骇河大桥开始拆除。 本报记者 谢晓丽 摄

临清23个单位

确定为火灾高危
本报聊城12月17日讯 (记

者 李军 通讯员 王贵家 )
17日上午，临清市召开全市火

灾高危单位约谈会，市委常委、
副市长冯子峰分行业和火灾高
危单位负责人进行了约谈。

临清市根据相关法规，确
定23个单位为火灾高危单位。
具体名单为：临清市招待所、临
清市人民医院、聊城市第二人
民医院、临清市三和宾舍、临清
市文化中心、临清市大剧院、临
清市清真寺、聊城市百货大楼
金鼎百货临清店、临清市银座
购物广场、临清义乌商贸城、临
清市北三里建材市场、临清市
鲁临东方家具城、临清市鲁润
商厦、山东临清华润纺织有限
公司、临清市金源天泽棉纺织
有限公司、临清市三和集团纺
织有限公司、临清市华山即发
针织有限公司、临清市腾翔帽
业有限公司、临清市信利达玩
具有限公司、临清市好倍可工
贸有限公司、临清市日升纺织
有限公司、临清市鲁光液化气
站、临清市秋华纺织公司。

约谈会上，临清市公安消
防大队教导员周瑞明通报了近
期国内发生的重大火灾事故，
袁纯霞大队长宣读了关于确定
临清市火灾高危单位的报告，
公安局副局长李德年通报了全
市火灾高危单位存在的火灾隐
患，指出了单位消防安全的薄
弱环节以及主要火灾隐患，要
求单位负责人结合本单位实际
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整改方
案，迅速落实各项整改措施，确
保规定期限内全部整改完毕。

市委常委、副市长冯子峰
分行业和火灾高危单位负责人
进行了约谈，并指出，当前风干
物燥，群众用油、用气、用火、用
电大幅增加，人流物流量增大，
各种致灾因素叠加，是火灾高
发期和多发期，各级、各部门、
各单位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意
识、忧患意识，把“安全第一”的
要求贯彻落实到消防工作的各
个方面、各个环节，做到责任再
落实、监管再强化、领导再加
强，努力减少各类火灾事故的
发生，确保临清市消防安全形
势持续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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