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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赵轩）良好的营商环境是
城市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东丽区政务服
务办千方百计为企业解决发展中遇到的
困难，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营
商环境。

家住华明街道的胡洋于2020年5月在
河北区注册了一家公司，同年7月在申请发
票时，因名下2008年在东丽区注册的另一
家公司法人已经去世，公章和营业执照丢
失，所以不能办理清算注销，新注册的公司
不能申请发票，公司没有发票就不能正常开
展经营业务，于是她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来到
了东丽区政务服务办求助。

在东丽行政许可大厅，工作人员主动热
情地帮助胡洋理清了脉络，梳理了头绪，很
快问题得到了顺利解决。胡洋说：“非常感
谢大厅所有的工作人员和服务窗口同志们，
由于他们周到的服务，让我少走了许多弯
路，他们工作效率太高了。”

为进一步提高审批效率，东丽区政务
服务办全面推行企业开办、企业注销“一
窗通”，推行营业执照 EMS 免费寄递服
务，实现了办照全程“零跑腿”。通过“互
联网+政务服务”平台、“无人审批超市”点
位、网上办事大厅，帮助企业完成全程审
批，让“一次不用跑”成为东丽政务服务新
常态，以实际行动为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
营商环境。

本报讯（记者韩丽）日前，公安东丽分局交警支队针对金钟
农产品批发市场外环线交通问题，加强机动车辆交通安全管
理，维护市场周边交通秩序，切实提高道路通行效率和道路交
通事故防控能力。

交警支队在晚间及晨间时段，加强对外环线金钟农产品批
发市场路段的巡查，将警力划分为违停治理小组、车辆查扣小
组以及现场处罚小组三个工作组进行路面管理。治理小组对
机动车停车不入位、占用非机动车道、人行道及车辆乱停乱放
进行专项整治；车辆查扣小组说服劝导现场驾驶员，引导其尽
快驶离，规范停车；现场处罚小组对驾驶员不在现场或长时间
违法停车影响道路通行的依法进行处罚，确保道路畅通有序。
交警支队还督促管理者完善停车场建设，安排专人引导车辆有
序停放，从源头上防止在外环线上违法停车、装卸货物以及逆
行等违法行为的发生。

交警支队将进一步强化监督管理，在常态开展路面执法、
见违必纠的同时，坚持教育与处罚并重，确保该路段交通秩序
持续向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有序安全地采买农产品。

■记者 李泽锟

“十三五”期间，东丽区建立同经济发
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把经济和
社会发展贡献最大的广大群众纳入社会保
障体系，使百姓从传统的“自我保障”转向
现代的“社会保障”。

春节前夕，张贵庄街道福山北里的困
难家庭董学玲家打破了往日的宁静。连日
来，来自政府、慈善协会和全区各界的一支
支慰问小分队，不仅为董学玲一家送来的
米、面、油等生活必需品，还有一笔笔节日
慰问金，让一家人在冬日里感受到一份贴
心的温暖。

董学玲的妹妹重度残疾，每月医药费支

出2000-3000元。前几年，母亲又因病瘫
痪在床，更使一家人生活雪上加霜，但让董
学玲感到欣慰的是，逢年过节不仅有生活上
的一次性帮扶，还有政府长效的生活救助，
而且救助标准还逐年调升。此外，董学玲每
月还能领到200元的残疾人护理费，200元
的高龄老人生活补助费，使一家人生活有了
保障。董学玲说：“我们特别感谢政府对我
们的资助，生活在东丽感觉很温暖。”

从低保统筹到大病救助，从农民养老
到助学助残，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不仅使
董学玲一家感到了贴心的温暖，也满足了
更多困难群体的社会保障需求。从五年来
财政支出的变化中看，东丽区不断调整利
益分配，把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

利益问题纳入新规划，财政的钱更多地投
入到民计民生领域。2020年，东丽区社会
保障和救助体系分类汇总表中，有社会保
障、社会救助、社会优抚三大类81项社会保
障和救助政策。尽管较五年前政策范围有
所调减，但保障水平和救助标准却逐年提
高。据区民政局社救科负责人介绍，2015
年，城乡低保标准按705元核算，到2020年
提高到了1010元，除了生活保障以外，还
有医疗救助、教育救助、司法救助、残疾人
各项补贴，东丽区救助体系更加完善，救助
对象更加精准。

2020年，全区共有4700多人享受最低
生活补助和特困分类救助；有4.6万人享受
农民退养补助；有3万人参加了农村社会养

老保险；有17.9万人参加了城镇职工养老
保险；有 20万人参加了农村新型合作医
疗。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建立起老有
所养、困有所助、贫有所济、病有所医、学有
所帮，多层次、多形式、广覆盖、标准适度、
以人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
“十三五”期间，东丽区有28.5亿元财

政资金投向社会保障和救助领域，为困难
群体编织起一张多层次、广覆盖、标准适
度、以人为本的民生保障网。

本报讯 (通讯员王楠)东丽区以提升重
大项目服务效能为突破口，强化技术应用，
将“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成功经验复制到更
广阔的范围内，率先研创的“重大项目推动
监督系统平台”运行效果初显。

聚焦关切，确保项目服务无死角。“平台”
以全区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持续提速、改革举
措推陈出新为契机，将提升政务服务效能的
工作着眼点，由“拿地后”聚焦到“拿地前”的
手续办理周期长、部门联动难、隐蔽环节多等
一系列现实问题；从招商项目落地全视角出
发，将涉及控规调整、规划条件、土地征收、土
地出让、项目审批五大阶段106个环节纳入
系统；紧盯问题，在并联推动的基础上，对工
作环节外的“修改完善”“再次报审”等隐蔽用
时，明确节点时限、责任到人，系统设置超时
报警功能，实施全程监督，成为审批服务的
“照妖镜”，实现“隐蔽环节”可视化、“模糊时

间”最优化、“监管考核”规范化，推动全区招
商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投产。

强化监督,锚定用力施策主方向。为保
证“平台”指挥效能最大化，在设计之初，责
任部门先后60余次调研走访，向街道园区、
职能部门、企业代表征求意见，历经了3个月
设计、完善。“平台”以系统思维推动体制、机
制创新，在强化政务服务全链条推动和监管
“软环境”上下功夫，将全区28个职能业务
部门、街道、园区纳入系统监督管理，168名
干部直联PC端服务项目，92名领导干部实
时手机APP端监督进度。“线上线下”齐发

力，第一时间发现项目堵点、研究问题症结，
实施“园区吹哨，部门报到；园区举手，政府
协调；区长调度，定期督查”项目推动机制，
实现落地项目有效监管，精准施策。

修好事功,跑出项目落地加速度。“平台”
以市场评价、企业感受为价值导向，将系统运
行优化与项目推动实践效果相结合、相印
证。在试运行期间，将中汽中心新能源汽车
检验中心项目地块调规、临空经济区控规调
整等重大事项纳入系统，依托全区11个街道、
园区设立代办专班，建立“周碰头、月例会”工
作机制，督促主责部门加快落实，通过“三级协

调机制”会议130次，及时解决平台报警项目
难点问题106个，点对点服务项目落实落地，
为东丽区绿色生态屏障区、津汉公路等40个
项目开工落地节约时间半年以上，让数据多
跑路，企业主体少跑路，提振了企业投资信心。
“栽好梧桐树、引来金凤凰”。下一步，

东丽区持续多措并举，提升重点项目规范
化、信息化、精细化管理水平，健全顶层设
计，加强项目审批领域“放管服”改革，持续
优化东丽营商环境，以高质量政务服务促高
质量项目落地，为东丽绿色高质量发展、打
造“科创绿谷·临空新城”提供不竭动力。

政府多服务
企业少跑路

东丽区为困难群众编织民生保障网
本报讯（记者赵轩）日前，东丽区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传

达市安委会会议精神，并对东丽区安全生产、消防安全和公安领
域近期重点工作进行了部署。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陈友东出
席会议。

会议强调，春节假期是安全生产非常重要的一个节
点，各街道（功能区）、各部门要抓住排查整治的关键环节，
出实招硬招，着力解决存在问题。要切实履行责任，抓好重
点行业领域风险管控，全力排查安全隐患。要加强生产安
全管理，敦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要深化危化品隐患的排
查整治和消除，严厉打击非法生产、储存、经营、运输危化
品等行为。各单位要牢固树立“隐患就是事故、事故就要处
理”的理念，加大执法检查力度，确保检查全覆盖。对排查
整治发现的隐患问题，要严格落实整改责任，制定整改措
施，立即整改。要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进一步筑
牢安全生产根基，维护春节期间全区安全生产形势的持
续稳定。

会上，区住建委、区市场监管局、金钟街道和东丽经开区主要
负责人围绕如何抓好本行业、本区域安全生产工作进行了发言。

东丽区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议

确保节日期间生产安全

交警东丽支队加强交通整治

保障蔬菜运输顺畅
确保节日市场供应

东丽区创立监督平台 加强政务服务

推动高质量项目落地跑出加速度

本报讯（记者韩丽 通讯员王泽宇）2月6日，国网天津东丽
公司协助辖区内110千伏军粮城牵引站，完成站内紧急处缺工
作，受到了客户的好评。

军粮城牵引站位于东丽区军粮城地区，为双电源的二级重
要客户，是为铁路供应电力的重要变电站。上午10时49分，东
丽公司用电检查专业接到铁路丰台电调电话，反馈客户站内二
号变压器存在重大缺陷，需要紧急停电进行处置。如若军粮城
牵引站内的设备故障不及时处理，将导致铁路停运严重后果。
时值春运期间，更显刻不容缓。东丽公司快速响应，仅用12分
钟就获得上级调度许可并完成对客户操作指令下达。同时安
排对客户相关线路进行保电，确保客户可靠供电。通过营销专
业、调度专业通力协作，结合用电检查员与用户方面调度、值
守、操作人员的合理处置，11时49分完成一号变切带，牵引站
主要风险化解完成。

接到电话第一时间，东丽公司用电检查人员到达了现
场，协助用户按照应急预案进行27.5千伏等各级系统及负荷
的倒路操作，按照调度指令顺利用一号变完成负荷切带，完
成故障变压器切除，化解了风险，确保不发生停电感知。同
时，对现场设备运行状态进行再次检查，确保客户双电源供
受电系统可靠稳定，协助客户做好相关信息的传递工作。19
时 08分，军粮城牵引站内设备缺陷处理完毕，试验验收合
格，设备运行正常。

国网天津东丽公司

快速响应化解风险
保障客户可靠供电

本报讯 (记者李泽锟)为降低因人员流
动、聚集等导致的疫情传播风险，全力稳定
春节后企业用工形势，华明高新区送服务、
送政策、保供应，确保企业安度春节。

华明高新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服务
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依托“132”帮扶工
作组深入企业送政策上门，解读春节期间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相关文件，传达相关会
议精神，分析新冠肺炎疫情“零星散发、局部
聚集性爆发”的严峻形势，并耐心指导企业
完善节假日疫情防控值守、春节期间防疫应
急预案修订等，进一步强化了企业“疫情防
控无假期”的责任意识。同时，对企业科学

佩戴口罩、测温、查验“健康码”、消杀、防疫物
资储备等常态化防疫各项措施进行了规范指
导，帮助企业实施科学、精准、依法、有效地防
控，和企业一道坚决筑牢疫情防控屏障。

在协助企业严格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
的同时，华明高新区“查漏补缺”，锁住“第三方服
务人员、离津休假人员、来津亲属”等三个容易忽
视的防疫人群，帮助消除防疫管理“盲区”。引导
企业延伸疫情防控管理触角，将第三方服务单位
纳入本单位防疫体系；对需离津休假人员、海外
及外省市亲属来津、安全防护承诺等相关情况
信息，建立专门台账，确保“外防输入、内防扩
散”。针对园区企业外省市员工多、分布地域广

的现状，华明高新区向企业递交了一系列有关
留津过年的举措和规定等，并对具体举措、相关
规定进行了详细解读，进一步提升员工“留津过
年、有序休假”幸福感、安全感和大局意识。

为了确保园区内企业职工能在天津过好
年，华明高新区全力做好防疫物资和生活物
资双保障，建立疫情防控物资保障库和企业
防疫物资形成物资联动，确保重点物资供应
有保障。华明高新区管委会有关负责人说:
“我们专门制作了华明高新区留津过年的服
务卡，把我们的24小时联络员、政策宣讲
员、后勤保障服务员以及相关餐饮服务公
司的电话都留给了企业,为企业做好服务。”

欢天喜地迎新春 平安祥和过大年

▼国网天津东丽公司的留津人
员坚守岗位

华明高新区强化服务

做好企业疫情防控 保障留津人员过好年

▲周记宫灯展吸引游客参观

近日，天津铁路信
号有限责任公司为天
津地铁6号线二期提供
站台门、电源屏及计轴
产品样机顺利通过验
收。图为站台门项目
部工作人员正在进行
样机调试工作。

赵智强 文
贺燕燕 摄

春节前夕，东丽区举办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
活动，为全区人民营造浓浓的节日氛围，同时也为
留津人员送上新春的祝福，让他们在异地他乡过
上暖融融的春节。节日期间，部分人员仍坚守岗
位，为东丽绿色高质量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翟鑫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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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高鑫）春节临近，记者走访
多家商超、菜市场发现，东丽区生活物资储
备充足，价格稳定，确保百姓安心过年。

记者在华润万家先锋路店看到，超市
货架上的商品琳琅满目，种类齐全，采购
的居民络绎不绝。商家在做好疫情防控
的基础上，也增派工作人员对货架商品
及时补货。天津市华润万家先锋路店负
责人说：“我们的商品供应可以保障 30-
40 天销售量。针对蔬菜和水果等农产
品，我们都是基地直采，在确保货源充足
的前提下，为市民提供了合理的价格。”

为保障节日市场供应，相关部门要建
立沟通协调机制，严禁供应商哄抬物价，
维护市场价格稳定。同时，超市要备足
货源并做好日常监测，保证商品安全配
送，并做好出入人员检测工作。区商务
局第一时间督促重点商超、菜市场等，全
力做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在节日期
间供应储备基础上，增加库存数量，重点
保障好米面粮油、肉蛋菜奶等主要生活
必需品供应充足，确保生活必需品不断
档、价格不上涨、服务不打折，让老百姓
安心过好年。

截至目前，全区8个综合体，1个大型超
市，包括40个菜市场，春节期间全部连市，
保障居民以及留津人员购物的需求。

商品供应充足
百姓安心过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