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企业发展
活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近期，牟平区瞄准政务服务水平提升、着
力破解营商环境难点堵点痛点问题，积
极打造成本洼地、投资高地，助推全区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企业“用脚投票”就是最好的证明。
虽受疫情影响，但今年该区新增市场主
体仍比去年同期增长10.7%，投资热潮滚
滚，牟平正成为投资兴业新沃土，招商引
资磁场效应正在形成。

极简审批
“证照联办”窗口
推出11个服务事项

“来之前以为要花很多时间，要跑很
多窗口才可以办完，结果来了之后才发
现，在一个窗口就可以把这些证全部办
完，半个小时就全给弄完了，这个真的很
方便，很便民。”烟台英聚人力资源有限
公司负责人王伟女士，回忆起日前办理
企业开办的经历不禁赞叹。

王女士的切身感受，来源于牟平区

“证照联办”事项“主题套餐式”服务。围
绕破解手续繁、效率低、耗时长等难题，
牟平将原6个部门许可与营业执照办理
设置在同一窗口，实现0.5个工作日内办
完，申报材料压减25%，办理环节减少
90%，由原先至少跑6次腿变为只跑1
次，并实现了公章免费刻制。

用行政审批的“减法”换来营商环境
优化的“加法”。牟平充分认识到营商环
境建设的长期性和战略意义，以换位思
考为突破，催生政府职能加快转变的改
革动力。

“企业和群众在办事时，其实并不关
心政府内部如何流转，他们只关心能不
能马上办、一次办。”牟平区行政审批服
务局局长于丛胜介绍。目前，“证照联
办”窗口已相继推出卫生许可、食品许可
等11个服务事项，群众的跑腿次数大大
降低，极大地提高了办事效率，真正做到

“一件事一次办”。
该区还在全省范围内率先推行“身份

证识别+身份信息自动读取+口述登记+
自助打印”的新模式，实现个体工商户登
记立等可取；打造“掌上政务大厅”，群众
只需“扫一扫”就可查看审批所需准备材

料和要件，全区公积金提取、交通违法、水
电暖缴费等事项均可实现掌上即时审批。

主动出击
成功引进2个

世界500强企业项目

围绕“去哪招”，牟平区政府境外主
攻日韩，境内紧盯一线和新兴城市，年内
开展针对性招商活动30批次以上。围绕

“招什么”，瞄准省“十强产业”、市“八大
主导产业”，紧盯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做
好招引文章。围绕“怎么招”，以烟台国
际招商产业园落户牟平为契机，发挥烟
台“药谷”、“果谷”等专班作用，聚力打造
高端产业集群。

栽好梧桐树，自有凤来栖。牟平建
立“招商+服务”专班制度，负责全区“五
大板块”及“烟台药谷”等重点项目的招
商和服务，逐项推行“1个专班+1个并联
审批小组+1个区级调度中心”模式，成功
引进2个世界500强企业项目，石药集团
烟台生物医药产业园、丰金生物医药等
项目落户“烟台药谷”，石药百克销售收

入连续4年实现翻番式增长。

无纸化改革
全市首张医疗收费

电子票据在牟平开出

2019年12月，牟平第一张财政电子
票据在区不动产登记中心成功开出，这
是继烟台市级开出首张电子票据后，区
县级开出的第一张财政电子票据。2020
年6月1日，正式启用在线模式财政电子
票据系统，这也是全市范围内第一个全
面启用的在线模式财政电子票据系统。

7月16日下午，烟台市首张医疗收
费电子票据在牟平中医医院成功开出，
标志着该区财政电子票据管理改革驶入
快车道，始终跑在全市前列。

据了解，此次医疗收费电子票据
成功上线运行，得到了牟平中医医院
的大力支持与配合，彻底结束了多年
来由医院到财政局领取大量纸质票据
的局面。患者通过自主选择自助机等
多种便捷渠道缴费，节省了患者的就
诊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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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州市纪委监委深入
推进“清风护发展”行动

本报讯“项目落地是否顺
畅？”“惠企政策是否落实到位？”近
期，莱州市纪委监委立足监督的再
监督职能定位，围绕营商环境领
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开展企
业走访调研活动。

成立工作组下沉到“54+12”
重点项目现场和92家小微企业，
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拉家常”，
通过了解项目推进、企业发展中
遇到的“卡壳”问题，全面分析研
判、发现共性问题，深挖根源、找
出症结，以提醒函、纪检监察建议
书等方式，推动职能部门深入整
改、优化流程、清源治本，帮助企
业解难题、办实事、促发展，切实
为企业纾困解难、保驾护航。

截至目前，已走访企业152
家，通过走访调研收集职能部门
主动服务意识不强、政策指导宣
讲不到位、以罚代管、先罚后管、
奖补政策未落实等问题和意见建
议110条。

下步，莱州市纪委监委将聚
焦反馈的问题和意见建议，把问题
症结作为主攻方向，逆向倒推、深
挖根源，精准把脉、综合施策，在推
动流程再造、部门联动和完善机制
上持续发力，形成发现问题、督促
整改、建章立制的有效闭环，真正
使“清风护发展”行动好事办好、实
事办实，切实增强企业和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通讯员 莱纪轩）

牟平大力优化提升政务服务水平，突破实现“证照联办”窗口、“招商+
服务”专班制度，企业纷纷“用脚投票”——

审批用“减法”发展变“加法”
YMG全媒体记者 侯召溪 通讯员 马亚清 杨琪 邓立信

又到中秋美食季，佐一杯张裕摩塞尔干白更惬意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孙长

波 通讯员 李子茵）海上生明月，天涯
共此时，又是一年中秋时。尤其今年中
秋还叠加国庆，在上半年面临诸多不确
定事件的冲击后，这个饱含美满、和谐、

安康的节日，实在是与亲朋好友举杯同
庆、放松身心的好时节。这个时候，趁
着烟台海鲜新鲜出炉，佐一杯张裕摩塞
尔传奇赤霞珠干白，实在是愉悦身心又
健康时尚的选择。

全球38个国家共饮中国干白

日前，国际著名葡萄酒杂志De-
canter发表推荐文章，葡萄酒专家们向
全球推荐了30多款顶尖的桃红、干白
葡萄酒。其中，张裕摩塞尔传奇赤霞珠
干白成为获得最高分的一款（95分）。
文章点评道：持久的红色水果及奶油的
香气，酒体充沛，十足的酸度让这款酒
喝起来非常新鲜、怡人。

事实上，这款惊艳全球的干白，是
中国首款以红葡萄酿成的白葡萄酒，凭
借过硬的实力被行业人士誉为“金奖收
割机”。上市以来，这款酒先后在2019
年布鲁塞尔国际葡萄酒大奖赛、2019
年 Decanter 世界葡萄酒大赛（DW-
WA）、2018年柏林葡萄酒大赛（Ber-
liner Wein Trophy）等国际赛事中均
斩获金奖，拿下世界金奖大满贯。

截至目前，张裕摩塞尔产品已经进
入38个国家销售，并先后入驻英国皇
家酒商 BBR、英国最大的连锁超市
Tesco、伦敦 Selfridges 百货大楼、慕

尼黑kaefer、加拿大安大略省LCBO等
高端卖场，成为深受世界欣赏的佳酿。
近日，张裕摩塞尔传奇赤霞珠干白更成
功进入中国大陆唯一一家米其林三星
中餐厅——新荣记（新源南路）销售。

“这款酒太有张力了！我认为它是
中国葡萄酒的未来，我可以买一千箱放
家里喝！”在BBC王牌美食节目《星期
六厨房》上，这款来自中国的张裕摩塞
尔传奇赤霞珠干白，赢得众多观众的喜
爱，节目中美酒顾问奥利•史密斯
（Olly Smith）更是为这款葡萄酒尽情
打call。

干白配海鲜，健康又美味

中秋前夕，禁渔期结束不久，正是
海鲜最肥美的时候，又到了开怀畅饮、
吃货们停不下来的季节。烟台素以海
鲜食材驰名，胶东菜肴尤其擅长海鲜烹
饪。海鲜的做法有很多种，但如果处理
不当可能会有腥味，用冰镇后的干白搭
配海鲜正好可以起到去腥杀菌、开胃解
腻等作用，是美味海鲜的“醉”佳之选。

在葡萄酒世界里，餐酒搭配向来遵
循“红酒配红肉，白酒配白肉”的习惯。
冰镇一瓶张裕摩塞尔传奇赤霞珠干白，
配以开海季鲜嫩肥美的海货，便是烟台
人最津津乐道的美味。

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干白海鲜这
一绝美搭配带来的滋味，近期张裕公
司举办了“2020烟台首届冰镇干白海
鲜美食节”。活动以烟台饮食习惯为
基础，从时令海鲜与冰镇干白的完美
搭配出发，向消费者倡导正确的葡萄
酒饮食文化，同时传递出张裕健康、品
质生活的品牌理念，让消费者从冰镇
干白与海鲜搭配的习惯中体验中国葡
萄酒的魅力。

一轮明月，一杯美酒，月与酒自古
就有着不解之缘，干白与海鲜更是时尚
与健康的“醉”佳CP。在中秋团圆时
刻，不如来一瓶誉满全球的张裕摩塞尔
传奇赤霞珠干白，加上新鲜出炉的特色
海鲜，在一片觥筹交错声中，迎接久违
的相聚。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刘洁）近
日，烟台生物创新药研发又传喜讯：由荣
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Re-
meGen）自主研发的抗体-药物偶联
（ADC）药物注射用纬迪西妥单抗（Disi-
tamabvedotin，商品名：爱地希®，研究
代号：RC48）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的 突 破 性 疗 法 认 定（Break-
through Therapy Designation），适应
症为HER2表达的（IHC 2+或IHC 3+）
局部晚期或转移性尿路上皮癌患者的二
线治疗。几个月前，该新药已被美国
FDA 授予快速通道认定（Fast Track
Designation）。

突破性疗法源于《美国食品和药物
管理局安全及创新法案》(FDASIA)规
定，旨在加速开发及审查治疗严重或威
胁生命疾病的新药。作为继快速通道、

加速批准、优先审评以后美国FDA的又
一个新药评审通道，获得突破性疗法认
证的药物开发能得到包括FDA高层官
员在内的更加密切的指导，保障在最短
时间内为患者提供新的治疗选择。

纬迪西妥单抗获得 FDA 突破性
疗法认定，意味着该新药临床数据较
现有治疗手段显示出显著疗效，将加
速推进临床开发进程，早日满足患者
需求。

根据 2019 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
(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On-
cology,ASCO)年会上公布的由北京大
学肿瘤医院副院长郭军教授牵头的研究
结果显示：在接受RC48-ADC治疗的43
例二线及多线尿路上皮癌受试者中，确证
客观缓解率（cORR）高达51.2%，疾病控
制率（DCR）高达90.7%。

目前，国内外尚未有治疗HER2阳
性尿路上皮癌的药品获得上市批准。
RC48的上述疗效结果实现了重大突破，
不仅有效率高，而且大幅延长了一线治
疗失败后患者的生存期，填补了巨大医
学需求。

2020年8月27日，纬迪西妥单抗用
于治疗局部晚期或转移性胃癌（包括胃
食管结合部腺癌）患者的新药上市申请
被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式受理，
并被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这是第一
个在中国提交新药上市申请的自主研发
的ADC药物。该药物还在2018年 9月
获得美国FDA胃癌孤儿药资格认证，计
划将于2021年在美国进行胃癌的Ⅱ期
临床试验。纬迪西妥单抗还在我国开展
了一个针对HER2低表达乳腺癌的Ⅲ期
临床研究。

根据美通社的预测显示，2025年全
球ADC药物市场规模将达到 99.3 亿美
元，复合年增长率有望将达到 25.9%。
由于 ADC 结构复杂，其工艺开发和生
产比传统的单克隆抗体药物具有更高
的技术难度和复杂性。荣昌生物拥有
一个全面集成 ADC 开发和生产平台，
涵盖 ADC 开发及生产的整个过程，拥
有符合全球GMP要求的生产设施和质
量标准。

利用独特而强大的ADC平台，荣昌
生物开发了一系列ADC药物，除了RC48
已在中国申请新药上市外，RC88正在进
行Ⅰ期临床试验，RC108已申报临床并获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评审中心
（CDE）受理，且今后几年每年都会有进入
临床研究阶段的ADC候选药物，具有广
阔的前景。

荣昌生物ADC新药RC48获美国FDA突破性疗法认定

疾病控制率（DCR）高达90.7%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苗春雷 通讯员 吕俊辰） 今年
是长岛综合试验区建设阶段性
重点工作的攻坚决胜之年，长岛
纪工委监工委重点围绕区工委
管委重点决策部署，选取了13个
社会关注度较高、地方财政投入
比重较大的重点项目和为民服
务实事实施精准监督。

立足“做实监督首责、提升
监督实效”，长岛纪工委监工委
创新出台《关于对 2020年度全
区重点工作推进情况实施精准
监督的通知》，明确“区纪工委监
工委机关+派驻纪检监察组+主

管部门”监督体系，采取“以点带
面、点面结合”的方式，在全面监
督基础上强化重点监督，确保全
区重点工作高质量推进。

在工作中，精准调研，深入
项目承办单位对接、现场考察、
查阅资料，第一时间摸清 13个
重点工作底细。充分发挥“再监
督”职能，对督查发现问题及时
办理，通过督查发现4起问题，
约谈项目主要负责人5人次，对
3名项目分管负责人进行提醒
谈话。长期用力，及时掌握项
目进展情况，保持“探头”常拭
常亮。

长岛精准监督护航发展

（上接第一版）聚焦面临的老
难题和新挑战，拿出实招硬
招，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
设。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
发展战略地位，努力全方位
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加快
建立完善制度体系，保障公共卫生安全，
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活方式、生产方
式、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和治理模式，实现
健康和经济社会良性协调发展。要坚定
不移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坚持防治结合、
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建立稳定的公共卫
生事业投入机制，加大疾病预防控制体系
改革力度。要聚焦影响人民健康的重大
疾病和主要问题，加快实施健康中国行
动，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完善国民健
康促进政策，创新社会动员机制，健全健
康教育制度，从源头上预防和控制重大疾

病，实现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
心。要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
加快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
让广大人民群众就近享有公平可及、系统
连续的预防、治疗、康复、健康促进等健康
服务。要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认真总
结疫情防控中经过实践检验的经验和模
式，用制度形式予以固化。要加强国际交
流合作，完善我国参与国际重特大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应对工作机制，履行国际义
务，发挥全球抗疫物资最大供应国作用，
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
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

“十四五”时期，要科学研判体育发展面临
的新形势，坚持问题导向，聚焦重点领域
和关键环节，深化改革创新，不断开创体
育事业发展新局面。要紧紧围绕满足人
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
共服务体系。要推动健康关口前移，建立
体育和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全社会共同
参与的运动促进健康新模式。要坚持健
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加强学校体育工作，

推动青少年文化学习和体育
锻炼协调发展。要推动体育
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
体育消费需求。要加快推进
体育改革创新步伐，为我国
体育事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和动力。要创新竞技体育人才培养、选
拔、激励保障机制和国家队管理体制。要
坚决推进反兴奋剂斗争，强化拿道德的金
牌、风格的金牌、干净的金牌意识，坚决做
到兴奋剂问题“零出现”、“零容忍”。要高
质量筹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实现办
赛精彩、参赛出彩的目标。

丁薛祥、孙春兰、陈希、黄坤明、肖捷、
何立峰出席座谈会。

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教
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和代表等参
加座谈会。

全面推进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发展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