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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9 日，按区行政审批局工作人

员提供的清单去窗口提交材料，3 个工

作日后，遂宁勇顺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就拿到了全新的公司营业执照和道路

运输经营许可证。“以前办两个证至少

要 35 个工作日。现在跑一次窗口后，3
天就可以领证照，效率太高了！”遂宁

勇顺货物运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唐

敏对于审批部门这一全新的做法赞不

绝口。

这一切，得益于“证照联办”改革。

近日，船山区行政审批局借助相对集中

行政许可权改革优势，进一步优化审批

流程，在省、市率先推出“证照联办”审

批服务，推动“最多跑一次”改革再升

级，为新市场主体成长、新动能培育和

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更优政务环境。

走访企业发现问题
重复跑窗口交资料降低效率

市场监管体制改革后，通过大力优

化再造审批流程，精减审批环节、材

料，创新服务方式，船山区行政审批工

作平均办理时限比法定时限提速 90%
以上，实现 60%以上的行政许可“最多

跑一次”，群众企业改革获得感显著增

强。但船山区行政审批局通过持续走

访企业调研，发现还有不少阻碍市场活

力的门槛，比如“先照后证”这一固定审

批流程背后隐藏的重复审批问题。

区行政审批局广播站站长陈遐琳

介绍说，过去，就算是熟悉审批程序的

企业办事员，最少也要跑三次窗口：第

一次是提交营业执照申请材料，第二

次是领取营业执照并提交许可证申请

材料，第三次是领取许可证。但这只

是理想状态，如果其中哪个环节漏准

备了一份材料，那就要多跑一两次。

除了重复跑窗口，很多申请材料也

要重复提供。对创业者来说，“先照后

证”这一固定审批流程，有时也让审批部

门感到力不从心。由于各种工作的重复，窗口工作人员即使

达到饱和工作状态，办证办照的等待队伍还是会变长。

改革势在必行。“既要节约企业时间，也要提高审批效

率，这看似很难，但打破固有思维，就别有洞天。”区行政

审批局局长颜静表示，“先照后证”这一固定审批流程是一

环扣一环，有了营业执照是获得许可证的前置条件，但没

有规定要求办证的材料必须等到收到营业执照才能交，因

此，只要再造审批部门内部流程，就能通过证照联办，压缩

办证企业等待营业执照发放的这段时间，让企业第一时间

提交申请，更快拿到许可证。

一套材料同时办理证照
审批时间减少90%

在船山区政务服务中心，记者注意到有 8 个窗口上的

电子显示屏打出了“综合受理窗口”字样。 （紧转04）

近年来，船山区物流港坚持以物流为

核心，推动现代商贸、电子信息、高新技

术等产业集群集聚发展。截至目前，园区

建成面积 20 平方公里，引进包括 3 家世界

500 强、7 家上市公司在内的重点项目 112
个，协议投资 669 亿元。其中，竣工运营

项目 73 个，累计完成投资 539 亿元，年营

业收入 500 亿元以上。

通过研究近年来我国物流业主要数

据指标，物流港分析认为，工业制造业物

流仍然是物流需求的最主要来源之一，工

业品物流中的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等

物流需求增长较快，高耗能产品、大宗商

品物流与需求延续回落走势。对此，物流

港立足新形势，谋划新篇章，综合研判后

提出“物流+高新”双轮驱动战略，2017 年

以来引进了清华启迪之星、国科控股科技

成果转化中心、中国科学院大学健康医疗

大数据研究中心、绿色发展研究中心等科

技平台，成功创建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园

区。

“为进一步提升物流港综合实力，在

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着力构建以物流为

引领的高技术产业生态链，形成先进物流

装备制造、新材料制造、电子信息及光电

产 业 等 产 业 融 合 发 展 的 现 代 产 业 集 聚

区。”物流港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牛

斌介绍说。

如何建设现代产业集聚区？物流港

决定从五个方面着手，结合实际选好突破

口。

健全高质发展路径。物流港坚持绿

色经济、绿色城市的发展理念，以创建国

家级高新区为主线，创新园区开发建设体

制机制，以现代物流的全产业链服务为纽

带，吸引高新项目入驻，汇集创新发展新

动能。突出核心产业，以光电信息产业

园、智能制造产业园、生物健康科技园等

专业化园区为载体，着力发展新一代信息

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健康等高新技

术产业。力争到 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1000 亿元，其中，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达

300 亿元。

（下转02版）

“物流+高新”双轮驱动提升物流港综合实力

7月 11-12日，受涪江上游强降雨和涪

江来水影响，涪江遂宁段出现特大洪水，

其中船山区唐家乡、老池乡、桂花镇、龙凤

镇及圣莲岛、圣平岛、席吴二洲等地灾情

较为严重。为扎实应对此次特大洪水灾

害，船山区干群迅速行动，奋力开展防汛

救灾工作，尽力降低洪灾带来的损失。

干群合力
全力抢险救援

“你们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让老百

姓进入警戒区，切实保障老百姓生命安

全。”面临灾情，区委书记曹斌，区委副

书记、区长韩麟等县级领导奔赴一线指

挥防汛工作。同时迅速动员组织各方力

量有序转移城乡受威胁群众，并展开抢

险救援工作。

在防汛救灾一线，有党员干部有序

组织群众安全撤离，有消防和武警战士

奋不顾身营救被困人员……灾情就是命

令！船山区严格按照防汛预案落实防

汛职责，严格落实县级干部带班制度，

各乡镇、街道和有关部门组织人员加强

巡查，特别是对隐患点、险工险段、船只

停靠等隐患进行重点排查。及时组织

群众安全撤离。截至目前，应急处置险

情 11 起。

提前避让
迅速转移群众

洪水来袭，防汛减灾刻不容缓。 11
日下午 3 点，区防汛救灾一线工作组以

及仁里镇工作人员乘坐冲锋舟前往圣平

岛，将居住在低洼地区的 1200 余人转移

到安全区域。同时，工作组为岛上居民

准备了食物、饮用水以及药品等应急物

资若干。

据了解，受涪江上游强降雨和涪江

来水影响，船山区唐家乡、老池乡、桂花

镇、龙凤镇及圣莲岛、圣平岛、席吴二洲

等地灾情较为严重。为确保群众生命安

全，船山区各级各部门迅速行动，提前疏

散转移群众至安全区域。截至目前，船

山区组织武警、消防等救援力量 315 人

次，出动干部 533 人次，发动沿江群众

1398 人次，转移安置群众 2959 人，无受

困群众。

（罗琳）

洪峰过境 干群同心

船山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我区乡村旅游发展取得量质齐升成效

本报讯 7 月 13 日，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蒲体德深入农村

视察我区乡村旅游发展情况。区委常委、副区长孙炜，区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熊杰、邓建华、洪琼参加视察。

视察组一行先后来到十里荷画景区游客中心和仁里

镇卧龙庵村老宅院民宿点，通过看现场、听汇报等形式，详

细了解十里荷画景区旅游项目建设情况，以及如何做实乡

村旅游业态。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视察组听取了船山区乡村旅

游发展情况，与会人员就我区乡村旅游发展提出了意见和

建议。蒲体德希望，船山区要突出旅游核心品牌打造，实

现乡村旅游的区域性、综合性和独特性；要注重资源整合，

延伸乡村旅游产业链条；要优化行政体制机制；要加大旅

游营销力度，推动我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船山区着力推进旅游产业转型升级 ,构建“一

核三线四主题”旅游发展格局，初步取得量质齐升成效。

2017 年成功创建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区、四川省

旅游强区。2018 年 1-6 月，全区实现旅游接待游客总量达

565 万人次，同比增长 18.05%，旅游综合性收入 43.4 亿元，

同比增长 16.58%。其中乡村旅游接待游客 188 万人次，实

现旅游收入 12.48 亿元。 （罗琳）

船山加快推进脱贫攻坚专项扶贫工作

本报讯 7 日 11 日，区委副书记、区长韩麟主持召开脱

贫攻坚专项扶贫工作推进情况专题会，汇报了船山区专项

工作推进情况。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陆京会，副区长吴

强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船山区在脱贫攻坚工作中，特别是在安全

用水、医疗保障、广播电视、易地扶贫搬迁等多个方面还存

在“生活水质不达标、危房改造不达标、帮扶责任不到位”

等问题。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抓好专项立项工作，让专项

立项工作落到实处；要举一反三，扩大检查面，认真清理专

项扶贫工作。在近期内进行大清理、大排查；要增添措施

确保扶贫专项工作落到实处。

韩麟要求，政府要做好做细引领工作，在扶贫工作上

切实为群众服好务。各部门务必抓好分管的专项扶贫工

作，在工作中下大力气、大决心，积极主动下沉到基层去，

做好政策宣传和项目落地等工作，确保船山区脱贫攻坚工

作取得佳绩。 （杨雨）

本报讯 7 月 11 日晚，区委书记曹斌

深入滨江路沿线，督导防洪工作开展情

况。曹斌要求，工作人员要严加管理，

切实保障老百姓生命安全。副区长、区

公安分局局长周毅陪同督导。

“你们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让老百

姓进入警戒区，切实保障老百姓生命安

全。”在港上港警戒点位，曹斌叮嘱在场

安保人员。他要求，要及时疏散周边围

观群众，防止发生意外情况。同时，要

加派人手，严加管理，做好对群众的劝

导工作，不让围观群众进入警戒区。

来到圣平岛码头，曹斌详细了解了

防汛抢险工作人员和警力到位情况。

曹斌指出，针对未进行转移的居民要做

好应急预案，要对已经转移的居民做好

安抚和解释工作。同时，要成立应急小

分队，做好巡逻监管工作，时刻保持和

岛外联络，发现情况立即向防汛指挥部

汇报，以便及时处理。

在犀牛广场，曹斌查看了涪江洪峰

过境情况。他要求，公安部门要切实监

管好周边动态，做好群众的疏散工作。

同时还要时刻与防汛指挥部保持联络，

根据防汛指挥部发出的信息，分析现场

情况，做好应急措施，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当晚，曹斌一行还到滨江路水上嘉

年华进行了督导。

（杨雨）

本报讯 7 月 11 日下午，区委副书

记、区长韩麟来到席吴二洲海绵城市

建设点、吴家洲、港尚港夜晚经济区、犀

牛堤码头、水上嘉年华、圣平岛码头、唐

家三坝等地，督导防汛减灾工作。

韩麟强调，要广泛宣传引导，施工

单位、群众和商家要紧急避险、迅速撤

离。相关部门要做好警示标语设置和

拉好警戒线，确保将群众疏散到安全

区域，保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对

码头上的群众和车辆紧急撤离，朗博

号和其他游船要按要求进行加固，对

娱乐设施要再次检查加固。

（罗琳 郭建军）

本报讯 7 月 12 日早上 7 时许，区防

汛指挥部指挥长、区委副书记、区长韩

麟组织有关部门进行防汛会商。

会议要求，全区各级干部要高度重

视此次防汛减灾工作，确保群众安全度

汛。要严格落实县级领导干部带班制

度，各县级领导要立即奔赴联系乡镇督

导指挥防汛减灾工作，确保防汛减灾工

作有序进行。各乡镇、街道和相关部门

要强化隐患排查，做好隐患点、险工险

段、船只停靠等隐患排查工作，做到提

前避险，坚决确保无人员伤亡事件发

生。要严格按照防汛预案落实防汛职

责，确保责任到位、指挥到位。同时，区

水务局要重点做好乡镇集中饮用水源

保护工作，确保群众饮用水水质达标。

会后，韩麟再次来到圣莲岛、老池

乡、席吴二洲、港尚港夜晚经济区，对防

汛救灾工作进行督导。韩麟强调，要做好

圣莲岛游客的警示宣传工作，拉好警戒

线，确保游客安全。要安抚好受灾群众，

确保临时安置点的物资储备和供应。待

洪峰消退后，要及时组织人员进行清淤、

消毒和防疫工作。 （罗琳 郭建军）

本报讯 记者从市防汛抗旱指挥部

获悉，7 月 13 日凌晨 1 时，遂宁市决定

解除 IV 级防汛应急响应。恢复受灾群

众生活、生产成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

重。13 日，区委副书记、区长韩麟乘船

来到圣平岛，督察指导灾后重建工作，

并看望慰问受灾群众、一线值守干部

和消防官兵。区政协主席卢赐义，区

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察委主任蒋中治

以及区政府办、区交运局、区水务局、

仁里镇、天泰公司等部门单位负责人

参加督察。

由于受洪峰过境冲刷影响，圣平岛

沿线防洪堤坝出现了两处垮塌，坝体

塌陷长度分别为 300 米和 20 米。韩麟

一行冒着酷暑，来到被洪水冲毁的防

洪堤坝边进行实地查看，详细了解防

洪堤坝垮塌的面积、后期修复方案、资

金需求等相关情况。并召开座谈会，

听取相关部门、乡镇、村干部相关工作

汇报，研究部署圣平岛灾后恢复重建

工作。

韩麟要求，要集中力量，切实抓好

圣平岛沿线防洪堤坝的修复工作，提

高标准，科学谋划，严格遵循专家的指

导意见，按照先期治标、后期治本的方

式进行修复。区水务局要积极向上级

部门汇报，争取项目、资金等方面的支

持。施工单位要按照区上提供的施工

方案和标准，组织防洪堤坝的维修加

固。要按照市上安排，明确具体通航

时间，方便岛上群众生产生活。要加

大宣传力度，做好组织发动工作，立即

设置防洪堤坝道路的警示标语和警戒

线，避免安全事故发生。

督察中，韩麟一行还来到圣平岛集

中安置点，对救灾物资准备情况、群众

生活情况等进行了详细了解。（梁惠）

田家渡渡改桥项目
预计明年底竣工

7 月 15 日，记者来到位于船山区老池乡

与蓬溪县荷叶乡之间的渡改桥项目——田

家渡大桥，映入眼帘的是一派热火朝天的

施工场景。工人们正在紧张地进行临建施

工。据悉，田家渡大桥是跨越涪江的一座

特大桥梁。该项目总投资为 1.71 亿元，于

2017 年 12 月开工建设，目前已完成施工便

道及钢筋加工场建设，钢便桥、钻孔平台、

桩基等已经进场施工，预计 2018 年 12 月完

成 墩 柱 及 承 台 施 工 ，2019 年 12 月 全 面 完

工。 梁惠 摄

曹斌督导防洪工作要求

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韩麟督导防汛减灾工作要求

做好紧急撤离工作

区防汛指挥部召开会商会

加强隐患排查确保安全度汛

韩麟督察圣平岛灾后重建工作

高标准严要求维修加固防洪堤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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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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