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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全媒体记
者 李仁）6月29日上午，烟台
市政务服务中心启用仪式举
行，市委书记张术平出席并讲
话，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飞主
持，市领导王晓敏、朱秀香、吴
承丙、王中、于松柏，浪潮集团
副总裁张革出席。

张术平指出，烟台市政务
服务中心在新址正式运行，是
全市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
营商环境的一项重大举措，是
广大市民盼望已久的一件大
事。他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市
政务服务中心在新址运行表示

祝贺。
张术平强调，政务服务中

心是推进政务公开、规范权力
运行、统一公共资源交易的重
要平台，是服务企业发展、方便
群众办事、展现政府形象的重
要窗口。要以市政务服务中心
在新址运行为新的起点和契
机，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加快
流程再造，深化“放管服”改革，
奋力开创全市政务服务工作的
新局面。要努力建设全国一
流、全省领先的新中心，坚持以
信息化为引领，完善功能配置，
创新服务方式，打造最全功能、

最简流程、最新智能、最高效能
的服务中心。要精心建设高度
融合、高效集成的政务服务新
平台，大力推行“一门集中”

“一窗受理”“一网通办”“一次
办好”，全方位实施审批流程再
造，真正做到审批流程更简、办
事时间更短、服务效率更高。
要着力展现服务“三重”、服务
群众的新作为，进一步提升重
点工程重点项目服务保障能
力，落实好全天候即时应需服
务制度，提高群众办事的便捷
度和满意度。要牢固树立重商
亲商、务实清廉的新形象，加强

作风建设，完善政务服务“好差
评”机制，规范管理、严格考核，
努力建设一支专业素质优良、
纪律作风过硬的政务服务队
伍，以一流的服务和良好的形
象，赢得群众认可，得到企业点
赞，争取社会好评。

仪式结束后，出席人员集
体参观了政务服务中心办事
服务大厅。在三层商事登记
窗口，张术平为新开办企业
——烟台国际机场集团有限
公司商旅发展分公司颁发了
新中心正式启用后的第一张
营业执照。

烟台市政务服务中心启用仪式举行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
者 李仁）“这是烟台市政务服务
中心在新址运行后颁发的第一
张营业执照，向你表示祝贺！”昨
日上午，在烟台市政务服务中心
三层商事登记窗口，市委书记张
术平为新开办企业——烟台国
际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商旅发展
分公司颁发中心在新址运行后
的第一张营业执照。

“我昨天提交的申请，今天
一早营业执照就发出了，特别是
由张术平书记亲自颁发，让我感
到非常幸运和自豪，更为烟台便
民亲民、高效快捷的政务服务和

营商环境点赞！”烟台国际机场
集团有限公司商旅发展分公司
总经理王海霞说，企业将立足烟
台发展实际，加速膨胀规模、不
断做大做强，为烟台加快新旧动
能转换、实现高质量发展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一流的设施、智慧化的服
务、快捷的绿色通道……昨日
上午，走进在新址启用运行的
烟台市政务服务中心，令人耳
目一新、倍感振奋。近年来，我
市大力推进“放管服”改革，以
敢想敢干、只争一流的决心和
气魄，高标准规划建设智慧政

务服务中心，将酝酿多年的新
址建设蓝图付诸实施，经过市
行政审批服务局等部门一年多
的精心筹备，烟台市政务服务
中心在新址正式启用运行。

“市委书记颁发首张营业执
照，折射出一座城市对矢志不渝
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的执着追求，
同时也发出了诚邀各类企业来
烟投资兴业的信号。”鲁东大学教
授刘良忠说，一座城市打造营商
环境，最终目的是要聚企业聚人
心。营商环境好，已有企业才能
留得住、发展得好，外来企业才会
想进来创业兴业，各个方面的积

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充分涌流。
烟台市政务服务中心在新址

启用运行，瞄准建设全国一流、全
省领先的新中心，实现智能政务
生态系统、审批服务效能、群众办
事体验感满意度全国一流，做到
行政服务资源整合、政务服务体
系建设、审批流程全链条优化、重
点项目服务保障能力、监督评价
机制、公共资源交易智能化全省
领先，建设最全功能、最简流程、
最新智能、最高效能的服务中心。

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
发展，方便群众办事，烟台永远
在路上。

市委书记颁发首张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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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孙长波 摄影报道)昨天9：01，山
东工商学院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麻女士办理了两笔外国人的业
务。她说：“其中一项是我们学校
四名外教的工作许可证延期业
务和三名外国人的个人所得税
APP注册码业务。我本来计划
一上午的时间，没想到不到半小
时办完了。政务服务中心综合
了办税服务，我不用跑两个地方
了。跑一个地就能把事全办完。”

记者了解到，目前，进驻
市政务服务中心的部门和单
位达到了 25 个。其中，19 个
部门和单位在中心设立窗口，
同时设有 6 个部门政务服务

“专区”，分别是公安综合服务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
区、交通运输服务区、医疗保
障服务区、住房公积金服务
区、办税服务区。

在公安综合服务区，市民
王先生仅用几分钟就完成了驾
驶证到期换证业务。他说：“没
想到只要一张身份证就可以办
理了，在公安综合服务区一证
即办，省时省力，真是太方便
了！”市公安局行政许可处处长
孙菁蕾告诉记者，目前，公安综
合服务区共设有8个人工柜台，
13台自助服务机，进驻工作人
员16名，可提供交管类、治安
类、禁毒类总计57项公安政务
服务事项审批。

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
务区，市民排队叫号，秩序井
然。“我们设置了18个综合窗

口，可以实现‘一窗办理’。”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政策法规
科科长告诉记者，设置专区后，
市民再不用像以前一样寻找就
业、失业、社保等各个具体业务
窗口了，从而实现高效办理。

据了解，市政务服务中心
还增设烟台市民卡服务窗口，
办理敬老卡、学生卡、普通卡、
互联互通卡、充值等相关业务。

“以前到华茂街行政审批
中心最让我头疼的是停车。”
一公司职员张先生说。市政
务服务中心在新址运行让办
业务停车难的问题一去不复
返。记者了解到，三条城市主
干道环绕服务中心周围，停车
位 2900 个，每个方向都有车
辆进出口。

除了停车位，其他的服务
设施也一应俱全，有政务公开
体验区、母婴室等。据介绍，后
期将逐渐开放手机加油站、咖
啡机、自助售卖机、书吧等，办
事环境温馨舒适。

为了方便办理业务，一楼设
置了总服务台，每一层楼都有导
引图，市民均可“按图索骥”，很
快找到相应的办事窗口。

市行政审批局的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中心建立了综
合咨询服务机制（学雷锋志
愿服务岗），设置大厅总服务
台、分区服务台，实行统一咨
询分流、分区接待导服制度，
全面开展多媒体导办、智能
填报、数字扫描、网上预审等
便民服务。

“跑一个地就能把事全办完”
办事高效快捷，市民不必东跑西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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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飞在企业调研时强调

加大支持企业力度
奋力完成目标任务

本报讯（郑义 YMG全媒体记
者 唐寿锐）6月29日下午，市委副书
记、市长陈飞到莱山区、开发区调研
企业发展情况，要求各级各部门认真
总结半年工作，扎实做好“六稳”工
作、落实“六保”任务，以稳企业保就
业为重点，帮助企业积极应对疫情和
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风险挑战，推动
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奋力完成各项目
标任务。

陈飞先后来到东方威思顿电气、
泰和新材西部工业区、冰轮智能机械
科技公司和海卓氢能科技研究院、富
士康（烟台）科技工业园，走进车间和
研发机构，与企业负责人座谈，详细
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创新、市场
供应、用工需求等情况。他指出，当
前正处在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双胜利”的关键时期，广大企业
要适应形势变化，坚定信心、迎难而
上、化危为机，积极延伸产业链条，全
力开拓国内外市场，保持企业平稳健
康发展。要加强自主创新，加大科研
投入，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要
抢抓烟台新机遇，积极对接全市重大
工程项目建设，在轨道交通、新基建、
化工园区建设、九大片区开发中寻找
合作共赢机会，努力为企业高质量发
展赋能、为烟台新旧动能转换助力。

陈飞强调，稳增长关键是稳企
业，帮企业就是稳生产、稳就业、稳民
生。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落实各项援
企惠企政策，及时足额兑现财税、金
融、社保等减税降费措施，切实减轻
企业负担，让企业轻装上阵、稳定发
展。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入推进

“放管服”改革，继续开展“进解促”工
作，充分发挥烟台市政务服务中心作
用，为企业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服
务。要大力支持企业创新创造，鼓励
企业运用新技术、新模式培育新产
品、新业态，推动“烟台制造”向“烟台
智造”加快转变。要毫不放松地抓好
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严格落实安全
生产责任制，努力营造和谐稳定的发
展环境，促进企业安全健康发展。

主要粮油副食品
价格稳中有升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孙
长波）据市价格监测中心监测，29日
我市主要粮油副食品价格稳中有
升。监测数据显示，与28日相比，粮
食、水果价格基本稳定，花生油、蔬菜
价格小幅上升，鸡蛋价格窄幅下降。

花生油价格小幅上升。面粉（标
准粉）平均价格2.08元（每500克，下
同）、小米6.50元、大豆油（桶装5L）
37.12元，以上价格均持平，花生油（鲁
花桶装5L）152.95元，上升7.16%。

鸡蛋价格窄幅下降。鲜猪肉（精
瘦肉）、鲜猪肉（肋条肉）平均价格分
别为 29.00 元、28.47 元，分别上升
1.17%、1.19%，鲜牛肉（新鲜去骨）
44.12 元、鲜羊肉（新鲜去骨）50.46
元、鸡肉（白条鸡）8.83元，价格均持
平，鸡蛋3.08元，下降2.69%。

蔬菜价格升多降少。20种主要
蔬菜平均价格3.02元。水果价格平
稳为主。6种主要水果（苹果、梨、香
蕉、橙子、桔子、西瓜）平均价格3.75
元，微升0.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