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沈国仪 版 式：邹 枫

社会21星期二 2020年1月 9

近日，由上海青浦市场监管局受
理、由江苏东台市场监管局颁发营业执
照的“江苏浴鸿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
司”如期设立，标志着首份“长三角示范
区”以外“一网通办”营业执照在东台颁
发。从上海青浦发出申请，到江苏东台
领取营业执照、刻制公章、开立账户、办
理涉税事项，仅用了一天的时间，让负
责公司开办业务的刘总对东台市场监
管部门的高效服务赞叹不已。

这是东台市场监管局主动策应
“长三角一体化”进入“施工期”，自去
年以“五推行、五落实”深化“放管服”
改革后，又一次优化“不见面”审批的
新尝试。该局进一步扩大“全智能”自

助办照系统功能，将涉及企业开办的
市场监管、公安、税务等窗口调整到一
个区域，畅通部门间的服务数据链接，
让投资创业主体从自助办理营业执
照，到公章刻制备案、企业银行开立账
户、涉税事项办理，实现“一点接入、一
次认证、一网通行、一日办结”。

去年以来，东台市场监管局聚焦
全市各类市场主体关切，坚持问题导
向，强化帮扶服务，以“五推行、五实
现”的创新举措和鲜明特色，狠抓简政
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工作落实，
优化了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推动了
全市经济和社会事业快速发展。

推行“五办”前移，落实就近通

办。打破按经济区域设立基层分局的
“藩篱”，优化分局设置，调整管辖区
划，在未设分局的镇区建立市场监管
工作站，在重点园区和工业集中区设
立“双创”指导服务处。将“线上办、承
诺办、集成办、帮代办、自助办”前移到
各镇区服务窗口，加大基础投入，深化
业务培训，实现在市政务中心市场监
管窗口能够办理的行政许可事项，在
各镇区服务窗口也能申请办结，各类
市场主体就近办理率同比增长27%。

推行“两全”机制，落实一日办
结。发挥“全智能”自助办照系统作
用，协调政务、公安、税务等部门构建

“全链通”服务方式，将“全智能”办照

系统与“全链通”服务方式链接起来，
形成“全智能+全链通”服务机制。整
合企业注册、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税
务领票业务，合并相关部门的申请书
格式文本，形成一张“明白纸”，供申请
人“按图索骥”，投资主体自助办照的
时间缩短了15%，企业开办所需事项
实现了100%的当日办结。

推行“简约”登记，落实豁免帮
扶。把“简约”之道体现在个体经营豁
免登记服务，在全省率先实施个体经
营豁免登记的基础上，将豁免登记对
象从4大类和21个项目扩大到6大类
和29个项目。落实基层分局“网格化”
监管员“信息采集、走访问需、指导帮

扶、纠纷调解、待遇保障、核查对比”职
责，协调落实豁免登记对象与个体工
商户同等待遇，让1000多名个体经营
者免受持证亮照的困扰，被盐城市“放
管服”协调办在全市各地复制推广。

推行“双公”预警，落实公正监
管。将监管规则、监管标准、监管方式
和规范要求向企业公布，将诚信守法
经营“风险点”向主体公开，警示自律
自纠，整合落实监管，实行“一次进门，
多项检查”，各类市场主体检查次数同
比下降13%。着眼坚守安全底线，对
食品餐饮、疫苗药品、特种设备、危险
化学品等重点行业，压实主体责任，细
化落实制度，规范日常检查，深化“智

慧监管”，扩大社会共治，先后检查发
现和整改消除各类安全隐患397个。

推行“个性”指导，落实全程服
务。出台支持民营企业发展18条措
施，制定“个性化”服务清单129份。
服务14家企业参与省、市质量奖创
建，指导10家企业参与国际、国家和
行业标准制修订。组织申创中国驰名
商标7件、中国地理标志商标12件，
服务规模以上和高新技术企业注册商
标全覆盖。组织银企对接，推荐诚信
客户，方便动产抵押，助企融资超10
亿元。完善联合执法维权机制，查办
知识产权侵权案件20多件，为企业挽
回经济损失100多万元。 王冬春

东台市场监管以“放管服”助推高质量发展

近日，涟水县税务局党委书记、
局长王洪一行参观学习了涟水县供电
公司“汪洋劳模创新工作室”，并与
省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汪洋
进行了深入交流。

王洪向省人大代表汪洋介绍了
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以来的工作
运行、队伍建设情况以及2019年全
县税务系统在落实减税降费、优化
营商环境、服务纳税人与缴费人等
方面的做法和成效，对涟水供电人

发扬工匠精神，为保障全县电力供
应做出的努力表示感谢，并邀请汪
洋经常到税务部门走访调研、对税
收工作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

截至2019年，“汪洋劳模创新
工作室”已取得40余项创新成果、
15项国家专利，并获得国家电网公
司先进班组、全国质量创新大赛一
等奖、全国优秀质量管理小组、“工
人先锋号”等多项殊荣；作为创新
工作室的负责人,汪洋曾获得“全国

劳动模范”“十佳服务之星”“苏电
工匠”等荣誉称号并被授予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和
江苏青年五四奖章。

在交谈中，汪洋表示，涟水县税
务局积极发挥税收职能，持续优化税
收营商环境、积极发挥减税政策作
用，在服务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便
民办税等方面贡献突出，今后将和其他
人大代表一起实地感受税务文化，继续
关心支持税务工作。 童 政 朱昕潭

涟水税务人员走访劳模创新工作室
近日，农行江苏常州分行及下

属武进、金坛、溧阳、新北支行网点
管理部分别荣立常州市安全保卫工
作“集体三等功”，全市25家单位获
此殊荣，7家银行业金融机构中农
行占 5家，另有天宁支行和 1名员
工荣获“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荣誉称号。

近年来，农行江苏常州分行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万无一

失、一失万无”的安全意识，以第六
轮银行业金融机构安全评估为契
机，以打造“标杆旗帜行”为信念，认
真履行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安防措
施，扎实抓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
定、促发展”等各项工作，对内加强
安全管理，对外加强沟通协调，紧盯
重点环节、严格落实关键环节“防风
险、强管理”等措施，坚持不懈地巩
固安全防控基础，提升安防水平，加
强安全检查和风险排查，及时消除

隐患，锐意进取、扎实工作，不断提
升内部安全保卫工作水平。

2019年，该行不仅圆满完成了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庆、进博会等
各项安全保卫任务，更在第六轮常
州市银行业金融机构安全评估中勇
夺六大行第一，为维护全市单位内
部持续安全和社会治安大局平安稳
定作出了积极贡献，得到市委市政
府和银保监分局的充分肯定。

吴艺骏

农行江苏常州分行喜获安全保卫工作集体三等功

10日起，不少在宁高校陆陆续
续放寒假，偌大的大学校园比平时
冷清了许多，但也有一些“95后”大
学生由于各种原因，仍然留守校园，
与空荡的教室、冷清的宿舍为伴，对
他们来说，家虽远却在心中，梦很近
就在脚下。

实习很忙，夜里没精力玩手机

每天6点起床，7点前出发坐地
铁去省中医院，下午5点多下班回
学校。这是南京中医药大学临床医
学专业大三学生热孜亚·艾尔肯寒假
的假期生活。从1月15日到2月9
日，她除了大年初一、初二休息，其他
时间都在医院儿童眼科兼职。

热孜亚·艾尔肯的工作是帮助孩
子们测试视力。“别看这么小的一件
事，有时候一个孩子查视力就得花费
10多分钟，有的看着视力表也不会指
方向，有的完全不配合，但是为了查
得准，必须保持十足的耐心。”热孜
亚·艾尔肯感慨，自己只是兼职，医生
们更是整日忙个不停。“我真正体会
到了医生的职业生活，一天下来累到
不行。以前我还刷刷手机熬个夜，现
在我每天晚上9点就躺倒了。”

热孜亚·艾尔肯家住新疆喀什
市，上大学以来她是第一次不回家。

“每当春节，我们会吃很多肉，全家一
起看春晚。今年大年三十，我会去汉
中门校区和学长们一起度过，除夕晚
上和家人视频，在宿舍看春晚。”在

热孜亚·艾尔肯看来，虽然过年不能
回家，但实习在成长路上也是一小
步，“接下来一年我还要在医院见习，
考个好大学的研究生，学医路很长，
我会一步步地向前走。”

紧张备考，感觉不到时间流过

“我们老家是腊月二十三祭灶，
腊月二十六割肉，腊月二十七洗澡，
腊月二十八蒸馒头，腊月二十九包饺
子……”南京邮电大学通信工程专业
大三学生唐向远这次春节不能回家，
但心早就飞回老家了。

16日下午，团省委、省教育厅、省
学联在南京中医药大学举办2020年
江苏寒假留校大学生新春集中慰
问。7所高校的留校学生们一同参加
了这次以“筑梦新时代，奋斗正青春”
为主题的活动。记者在活动现场看
到唐向远时，他正指着火红的年画，
给同学们讲家乡年俗。

为备战2020年的美国大学生数
学建模竞赛，从1月10日学校放假开
始，小唐就参加学校安排的10天培
训，由于家在河南商丘，火车票不太
好买，小唐今年回不了家了。

小唐排行老四，家里有两个姐
姐，一个哥哥。作为家里最小的孩
子，唐向远说自己颇受疼爱，“前天是
我的生日，哥哥姐姐在群里发了好多
红包，问我这两天过得怎么样。”小唐
坦言自己挺想家的，“家里人也很惦
记我，因为人不齐，按照风俗今年我

们家里都不祭灶了。”
小唐告诉记者，学校里参加各类

竞赛的同学有200多人，学校特意将
大家安排在同一幢宿舍楼。“我们宿
舍4个人，早上7点起床，8点坐在电
脑前，到晚上10点，大家基本上都在
解题，根本感觉不到时间流淌。”

三天一道题，是大家的学习节
奏。“面对一道数学建模题，大家首先
要了解模型，还要把模型写出来，两
三天得写20多页的文档，有时候一
道题三天也解不出来。”小唐说，“面
对年后的比赛，压力是有的，但更多
的是挑战自我的动力。”

小唐的家庭并不富裕，为减轻父
母经济压力，大一开始他就勤工俭
学，“家里团圆意识特别强，我小时
候，当地很多人过年都会出去打工，
爸妈就不会。现在对我的哥哥姐姐
们，爸妈也是要求不管忙什么，也得
回家过年。”小唐告诉记者，爸妈虽
然不舍得自己留在学校过年，但也
表示支持，“用丰富的学科知识打磨
自己，我才能实现梦想，毕竟分别只
是暂时的。”

假期忙一点，年后就从容了

每天9点准时出现在实验室，下
午5点结束工作。晚上阅读文献，做
课程作业。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大三学生陈亚鑫的假期比较忙。

陈亚鑫报名了学院孙博教授的
课题组，参与植物南芥的观察研究。

“平时上课时间很有限，我是想抓
紧假期时间多了解一些研究。”陈亚
鑫说，虽然学校放假了，但仙林至少有
好几百人留校。“比如实验室里的硕
士、博士师兄师姐，每天还正常做实
验，孙博教授也不回家过年，真的是科
研无假期吧，每个人都很‘拼’。”

“在电话里，我跟爸妈说了今年
不回家过年，爸妈就决定过来陪我过
年。”陈亚鑫的爸妈都是中学老师，
尤其是爸爸平时工作特别忙。“他们
腊月二十八会从内蒙古鄂尔多斯坐
飞机过来，大年初五返程，我想带他
们看看秦淮河夫子庙的灯会，走到哪
儿逛到哪儿，重要的是一家人待在一
起过年。”陈亚鑫一脸幸福。

河海大学流体机械及工程专业
研三学生刘子涵打算整个寒假都留
在宿舍学习，抓紧难得的假期时光。

“之前我一直在忙出国要写的研
究计划，但考试方面都没有准备。回
去实在是没心情。”刘子涵说，在河
南老家，爸妈都是家里的“老大”，一
大家子有很多亲戚和弟弟妹妹，“随
便走动一下，一个春节假期就没了，
什么事情也做不了。”

“昨天妈妈打电话来说，说想我
了，我不在家，她有点不习惯。”刘子
涵平淡的语气中还是有点感伤,“今
年宿舍里的南京室友也要回家了，虽
然冷清，但能静下心来做事，现在忙
一点，年后就更从容些了。”

本报记者 杨频萍

家虽远却在心中 梦很近就在脚下
——探访寒假留守校园的“95后”大学生

本报讯 “0个马路市场无照经
营游商，1个店外经营……”15日，在
一份无锡市新吴区优美环境合格区
建设大数据报告中，硕放街道“零无
证摊贩”成为全区精细化管理的亮
点。近3个月硕放街道无证摊贩现
象基本消除。

上午10点多，记者来到南星一
路，只见20米宽的道路整洁畅通。“几
个月前，你怕是连车子都进不来。”硕
放街道城管中队副队长凌浩晓说，南
星一路是有名的“马路市场”，几十个
无证摊贩们骑着三轮车或电动车随
意占用道路经营，产生油烟、噪音、妨
碍交通等问题引来居民大量投诉。
在一个常住人口约13万的大镇，无证
摊贩既是民生问题，也影响着辖区

“颜值”，考验着城市管理者的智慧。
改变，源自硕放街道开展的市容

“攻坚”。硕放街道建设城管局局长
王瑶磊介绍，城管部门把辖区划分为
34个网格，68名队员全部下沉到网
格。无证摊贩往往利用时间差“打游
击”，城管队员的巡查时间从早上6
点到晚上10点。

流动摊点是很多外来人口的“饭
碗”，城管部门并非“一禁了之”。他们
鼓励摊主开店经营，还在执照办理、店
铺门头审批等方面给予帮助指导。“还
是自己有店面好！”走进皖北早点，来
自安徽的店主孙昌林笑着说，以前流
动摆摊，从傍晚忙到凌晨，辛苦不说，
遇到下雨下雪只能收摊。“有时一边炒
菜还得一边张望，害怕城管来查。”现
在，他和弟弟分别开了一家早餐店和
烧烤店，虽说有房租水电开支，但不再
受天气影响，回头客多，经营稳定，收
入比摆摊还要好。 （浦敏琦）

无锡市新吴区打造优美环境

“零无证摊贩”提升城市品质

本报讯 记者从南京市建委获
悉，今年2月1日起，全市将施行《南
京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管理办
法》，加强对施工垃圾、装修垃圾、拆
除垃圾等建筑垃圾的回收利用，不断
提升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水平，推进
南京“无废城市”建设。

《办法》主要在支持设施建设、加
强源头管理、推动分类利用、推广产
品应用、规范市场秩序等5方面提出
具体要求。

马迎春是南京江北新区的一家
建筑垃圾资源化企业负责人，他表
示，目前工厂一年可以处理50万吨
的废料，99%以上的都可以再生利
用，处理过的废料一般用于混凝土搅
拌站、路基铺设、水泥制砖等。

目前，南京布局运行16处临时
固定式资源化利用设施厂，全年实现
近300万吨建筑垃圾再利用，节约约
180万立方米填埋场空间资源，节省
近亿元运输和填埋费用。（刘 霞）

南京推进“无废城市”建设

建筑垃圾再利用办法将实施

本报讯 记者19日在全省邮政
管理工作会议上获悉，2019年，我省
邮政业务总量完成1429.9亿元，同
比增长35.9%；完成快递业务量57.4
亿件，同比增长30.8%。

2019年，邮政快递全年快递业务
量57.4亿件的背后，是98.6%的消费
者申诉处理满意率。全年累计受理有
效申诉2973件，同比下降71.57%，为
消费者挽回损失680.8万元。

农村快递服务网点逐步健全，乡
镇快递网点继续保持全覆盖，其中
10个设区市的建制村快递直投率达
到100%。推广“农产品+大同城”寄
递服务模式，实施农特产品进城项目
172个，形成销售2.18亿元。其中，
泰州的“邮乐食堂”项目以其新颖的
消费扶贫模式，被全省推广；“快递+

特色农产品”项目，全年培育重点项
目61个，实现业务收入17.02亿元。
其中宿迁沭阳花木项目年业务量达
1.59亿件，成为全国唯一破亿件的

“快递+特色农产品”项目。
2019年，全省主要品牌寄递企

业电子运单使用率达到 98.96%；
6098个城区邮政快递网点设置了包
装废弃物回收再利用装置，占比
73.4%；95.26%的电商快件不再二次
包装 ；循 环 中 转 袋 使 用率 达到
85.4%；新能源车占比17%。

省邮政管理局局长张水芳介绍，
2020年的目标是，全年邮政业完成
业务量 1700 亿元、实现业务收入
935亿元、快递业务量67.7亿件、实
现快递业务收入 718 亿元，实现
15%—19%的增长幅度。 (刘 霞）

我省去年邮政快递业务量
达57.4亿件

本报讯 日前，《薪火相传·我
们的节日——南京市中小学优秀教
育实践案例（教师用书）》在南京师范
大学附属小学首发。

书中收录的49个案例是从南京
市 700 多个教学实例中精选产生
的。在发布会现场，南京师范大学附

属小学的师生们以舞台剧、实景班会
等形式呈现了书中所涉及的中秋节、
春节等传统节日。

“有了这本教学案例的指导用
书，我们以后可以借鉴更多的创意，
结合不同学科，让课堂更生动有趣。”
南师附小张梦昕老师说。（葛灵丹）

让传统节日走进课堂
实践案例在宁首发

20日，南京市高淳区桠溪街道组织民俗表演队走村串组，为村民们表演被列为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打叉和跳五猖等传统文化。 高晓平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非遗民俗年味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