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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通讯员 郑
义）3月17日，昆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举
行确权登记成果发布活动。昆嵛山成为全
省首个、全国首批完成自然资源确权登簿
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自然资源部自然资
源确权登记局局长田文彪，副省长范波出
席活动，副市长梁勇参加。

昆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山东省首
个森林生态类型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本

次确权登记单元面积为12958.60公顷，其
中国有面积为5057.83公顷，集体所有面积
7877.30公顷。经国务院授权，昆嵛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
者职责履行主体为自然资源部，受自然资源
部委托，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的所有者职
责代理履行主体为山东省人民政府。

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是中央生
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决策部署，是自然

资源管理的基础工作。山东省2019年印
发自然资源统一确权总体工作方案，2020
年将昆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列入全省首
批省级自然资源确权登记试点。昆嵛山
确权项目由省自然资源厅牵头组织，烟台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昆嵛山保护区管委
积极配合，于2020年底在全省首个完成权
属调查及纠纷调处工作；去年12月，昆嵛
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列入全国3个首批

登记事项之一；今年1月9日，正式完成自
然资源确权登记登簿。通过确权登簿，将
具有重要生态价值的自然保护地作为登
记客体，在国土空间上予以精准落地，摸
清了自然资源家底，清晰界定了生态空间
内各类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主体，为昆嵛山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自然资源明确权责、有
效监管、严格保护和所有者权益行使提供
了产权支撑。

昆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举行确权登记成果发布活动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钟嘉琳 通
讯员 李涛）全市争创文明典范城市工作推
进会议召开后，芝罘区相继召开全区创城
工作调度、文明典范城市创建、“街巷长”助
力典范城市创建等会议，树牢争创全国文
明典范城市目标，以思想新自觉、精神新状
态、环境新面貌、文明新风尚更好汇聚奋进
之力，努力建设更高水平文明城市。

高位推动，绘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路
线图”。区委书记亲自调度部署，针对全市
通报问题、2022年问题点位“回头看”等重
点难点，亲自督办、紧抓落实。高标准谋划
今年文明典范城市创建工作，设立市容环
境、背街小巷及无物业小区管理、物业管
理、农贸市场规范管理、野广告整治、线缆
整治、校园周边环境综合治理、文明素质提
升、旱厕整治、停车场整治、街巷长网格员、

作风执纪等12个工作专班，分领域开展攻
坚工作。各街道和区直部门、单位实行“一
把手”负责制，构建区委统一领导、党政齐
抓共管、部门分工负责、社会广泛参与的领
导体系和工作格局。今年，区委书记召集
区级分管领导、区直部门和街道主要领导
召开两次工作部署会，传达市级有关精神
和要求，对属地责任落实、指挥部建设、区
街一体化创建、重点领域攻坚等方面工作
进行集中部署，推动创建工作向纵深发展。

为民惠民，架好文明城市创建“连心
桥”。加强过程管理和源头治理，紧盯社区
小区、主次干道、农贸市场、背街小巷等重
点区域，制定下发“责任清单”、查找列出

“问题清单”、点评亮出“成效清单”，组织强
有力的专项整治行动，采取制度性、系统性
的措施推动一些“疑难杂症”的解决。加强

城市精致舒美管理，围绕空中缆线、门前三
包、物业管理等重点领域环境秩序，加大环
境卫生治理力度，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管护，
着力提升城市管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
水平，以创建实效增强市民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今年以来，清理各类违规广告
牌 200 余个，修补破损绿化带 40余处、
15000余平方米，清理卫生死角560余处，
整治流动摊点、占道经营、店外经营2000
余处，环境卫生、市容秩序持续向好。用好
12345政务热线、小芝监督哨·曝光台、“芝
罘湾畔”公众号等平台，畅通问题反映渠
道，以微视频、H5、宣传海报等多种形式开
展文明宣传，引导广大市民参与创建、监督
创建、推动创建，形成全民动员、全员参与
的良好社会氛围。

制度保障，画好文明城市创建“同心

圆”。建立健全常态长效工作机制，进一步
完善项目化工作推进、区级包保、365平台
督考、负面惩戒等机制，以制度管根本、提
效能。实行“战区制”，将12个街道划分为
12个战区，每个战区由一名区级领导挂帅

“指挥长”，定期到战区内巡查暗访，第一时
间掌握创建情况，并利用各类资源帮助解
决重点难点问题。以“晾晒比拼”为导向，
建立“每日巡查、月度通报、季度点评、年度
考核”督查机制，对各街道和相关部门、提
升工程专班创建情况进行“红黄白”排名，
倒逼责任落实。紧抓网申工作，对照新的
测评体系，把网申工作与点位打造同部署、
同推进、同考核，建立网申资料“周沟通、月
提醒、月通报”和报送进度“表扬、提醒、约
谈”的工作制度，动态掌握进度，确保高质
量完成网申工作。

芝罘区加强文明城市创建源头治理，紧盯社区小区、主次干道、农贸市场
等重点区域，推动解决疑难杂症——

列出问题清单 亮出成效清单

十年春风路，越走越宽敞。今年是国
家税务总局连续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动”
的第十年，国家税务总局烟台市税务局聚
焦税收现代化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秉承“纳
税人缴费人所盼、税务人所向”服务理念，
紧跟新旧动能转换核心城市的建设步伐，
着力营造更加优质的税收营商环境。

这十年，烟台税务在着力提升税收服
务与管理效能上迈出一大步，税收征管体
制改革从合作到合并再到合成，乘春风之
势服务大局，更好发挥了税收在国家治理
中的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这十年，烟台税务在全面助力烟台经

济高质量发展上迈出一大步，压茬落地税
费支持政策，从宏观“降税负”到微观“降成
本”，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渡过难关，青山
常在，生机盎然。

这十年，烟台税务在构建优质便捷的
税费服务体系上迈出一大步，始终把党委
政府的部署要求扛在肩上，始终把纳税人
缴费人的需求和期盼放在心里，推便民之
举，施利民之策，为市场主体带来沉甸甸的
获得感。

……
十年间，一步一个脚印，烟台税务走出

了一条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服

务纳税人缴费人的便民之路。

这是税收营商环境“优”无
止境的十年征程

“税务部门要切实提升政治站位，主
动融入烟台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不折不
扣落实落地‘放管服’改革，不断优化税
收营商环境，提升纳税人缴费人的满意
度和获得感。”国家税务总局烟台市税务
局党委书记王颖超说。十年征程，从全
市几十万企业主体到 700多万自然人，
从“以税为主”到“税费并重”，烟台税务

服务面更广、量更大，税收管理与服务迎
来更大挑战。

十年来，全市高新技术企业由2017年
的453户，增长到2022年的1913户，增加
了3倍以上。十年春风，筑巢引凤，烟台税
务在打造一流税收营商环境的快车道上奋
勇楫先。

“放管服”改革向深水区持续推进，截
至目前，75%以上税费事项实现即时办
结；所有税费优惠取消审批，实行“自行判
定、申报享受”；推行新办纳税人网上“套
餐式”服务，由2个工作日压缩为2个小时；
优化市场主体退出机制，（下转第三版）

风电设备装运忙风电设备装运忙

随着国内外多个海上风电项目开工，连日来，山东港口烟台港蓬莱港区风电设备装运迎来作业高峰。港口优先调配人员设
备，大胆创新装载工艺，全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近年来，烟台港依托本地风电装备产业集群，打造风电设备装卸、仓
储和物流业务一站式服务平台，进一步稳固北方风电装卸专业港的地位。 YMG全媒体记者 唐克 摄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宋晓娜 通
讯员 高雁）日前，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公布2022年度全国水产绿色健康养殖技
术推广“五大行动”骨干基地名单，我市安
源种业、蓝色海洋等10处水产绿色健康养
殖基地成功入选。

农业农村部自2020年启动实施“五大
行动”，推进生态养殖模式推广行动、养殖
尾水治理模式推广行动、水产养殖用药减
量行动、配合饲料替代幼杂鱼行动和水产
种业质量提升行动。如今，“五大行动”已
成为渔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和响
亮名片。

烟台是全国重点渔区和优势水产品主
产区，是全国拥有海洋资源最丰富的城市
之一。全市海域面积1.23万平方公里，全
省第一，海岸线长 1071 公里，海岛 230
个，发展现代渔业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和
优势。

近年来，我市大力实施水产绿色健康
养殖技术推广“五大行动”，以提质增效、
绿色发展为主线，持续推广陆基设施化循
环水养殖、陆海接力高效养殖等生态健康
养殖模式，因地制宜推广工厂化全封闭或
半封闭循环水模式、“四池三坝”等水产养
殖尾水处理技术模式，积极推进渔业高质
量发展。

全国水产绿色健康养殖技术推
广“五大行动”骨干基地名单公布

十家烟企榜上有名

便民服务十年暖 一路春风一路歌
——烟台税务部门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十周年记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衣玉林 通讯员 王冬梅）记者近日
获悉，市应急管理局积极探索实施
安全生产许可“容缺预审”机制，提
前介入、超前服务，确保企业在最
短时间内取得安全生产许可。

2月9日，烟台市应急管理局
接到烟台益大新材料有限公司关
于“15万吨/年高端电极前驱体智
能一体化项目”方面的咨询，请求
帮助解决安全审查中遇到的难
题。该项目是裕龙岛炼化一体化
（一期）下游产业链项目，被列入
2023年度山东省重点项目（新旧
动能转换优选项目）名单、烟台市
2023年市级重点项目（建设类）
名单。当日，由烟台市应急管理
局工作人员现场办公，与企业有
关负责人共同商议解决办法，从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审查要
点、近年安全监管重点要求和项
目建设常见违法行为等方面为企
业出谋划策，并决定先行开展项
目安全条件预审会。

次日，烟台市应急管理局组织
5位权威专家对企业年产15万吨

高端电极前驱体智能一体化项目
安全评价报告进行上门预审服务，
形成专家意见12条，逐条逐项向
企业安全管理人员讲解，手把手教
授制定整改方案，并组建微信交流
群组织专家组线上实时指导企业
整改。待上游一体化项目通过安
全审查，该项目具备条件并提出许
可申请后，将第一时间通过政务服
务网完成审批并将电子证照“云送
达”至申请人，确保企业最快速度
通过安全条件审查。

市应急管理局积极探索实施
安全生产许可“容缺预审”机制，
进一步优化审批流程，最大程度
压缩审批时限，助力省级、市级重
大建设项目安全上马。在企业提
出安全生产许可申请前，提前介
入，组织国家、省级权威专家组对
建设项目进行预审查，对发现问
题，由监管科室和区市应急部门
联动，跟踪指导企业逐一整改，压
缩掉许可过程中问题整改时间，
待企业达到安全条件、提出许可
申请后，第一时间批复，促进项目
建设跑出“加速度”。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王军华 通讯员 王鹏）近日，龙
口市首个采用评定分离招标投
标项目——龙口市农村综合性
改革试点试验项目在烟台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龙口分中心顺
利完成交易，标志着龙口市房屋
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
投标“评定分离”工作进入实质
性阶段，在落实充分竞争、优质
优价的原则上，进一步强化了招
标人主体责任，实现了招标结果
更加科学合理。

评定分离即评标和定标分离，
在招投标程序中将评标委员会评
标和招标人定标分离成两个独立
的环节。首先由招标人组建评标
委员会，根据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
办法和标准对投标文件进行评审，
向招标人推荐定标候选人。然后

由招标人组建定标委员会，根据招
标文件规定的定标方法在评标委
员会推荐的定标后候选人中择优
确定中标候选人及排序。

“与传统的‘评定合一’方式
相比，‘评定分离’改变了评标委
员会直接评标、定标的做法，使评
标结果不再等于中标结果，评标
专家在项目评审中的‘绝对权力’
不再存在，让评标委员会回归‘专
业顾问’角色，突出招标人定标
权。”烟台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龙
口分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此次“评定分离”招标投标项
目的顺利完成，是龙口市深化公共
资源交易领域“放管服”改革和优
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为今后龙
口市在其他行业推广工程建设项
目“评定分离”工作，起到了示范引
领作用。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邹春霞 通讯员 范宇萃 罗丹）3
月 9日，福山区福新街道建筑垃
圾资源化利用产业基地项目施工
现场，正在马不停蹄地进行土石
方开挖作业。作为“无废城市”建
设的重要内容，该项目预计于
2024年底建成，以满足芝罘区、
福山区和黄渤海新区的建筑垃圾
资源化利用需求。

“真没想到这么快就能开工
建设了！”该产业基地项目负责人
毛伟明兴奋地表示：“一开始我们
听说该项目拿地需要市、区两级
审批，心里还有些打鼓，怕审批过
程繁琐、耗时较长会影响开工速
度和施工进度，没想到我们从供
地手续办理到开工仅用了不到1

个月的时间，有些出乎意料。”
为保障该重点项目加快落

地，深入推进烟台市建筑垃圾减
量化、无害化、资源化，烟台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烟台市福山区
自然资源局两级联动，高度统一
思想认识，强化土地供应保障，加
速推进项目落地。

福山区自然资源局提前介
入、多方协调，在项目单位拿地之
前便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一同
多次倒排供地审批时间节点，能
压缩至一天的审批时限绝不拖至
两天，进行容缺受理，跟踪指导、
协助项目单位准备报批材料，为
项目单位顺利拿地开通了绿色通
道，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放管服”
改革，优化了营商环境。

龙口推出举措深化公共资源交易放管服改革

首个评定分离
招投标项目完成

福山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产业基地开建

无废城市项目
走上用地审批绿色通道

市应急管理局积极探索安全生产许可新机制

容缺预审助力
重点项目提速快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