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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8日讯（最泰安全媒体
记者 王玉）7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全国工商联常委、省工商联主席
王随莲带领部分驻鲁全国、省人大代
表，就东平湖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工作开展专题调研和视察。市委副书
记、东平县委书记曲锋，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唐福泉、秘书长朱杰陪同活动。

调研组先后到八里湾泵站、八里
湾船闸、环湖路建设及生态隔离带、
东平湖环境综合整治、顾庞社区、石

洼分洪闸等现场实地察看，听取相关
情况汇报，详细了解东平湖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工作开展情况。

调研组指出，东平湖是黄河下
游最大淡水湖泊，也是黄河流域重
要蓄滞洪区，是推进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要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高标准

推进生态保护、全方位深化环境治
理，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底
色。同时希望东平县在下一步工作
中，按照省、市委决策部署，深入践
行新发展理念，以《山东省东平湖保
护条例》实施为新起点，持续抓好东
平湖综合整治，统筹抓好矿山生态
修复、引水上山、植树造林、人居环
境整治等工作，积极探索富有地域
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努力实
现经济社会更高质量发展。

驻鲁全国、省人大代表
到东平县开展专题调研和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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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区域的营商环境好不好，直
接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活力、招商引
资的能力、创新创业的动力，以及群众
的生活品质。泰安高新区作为全市经
济发展的主战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
把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作为“一字号”工
程来抓，以务实举措推动营商环境持
续优化，以营商环境的新面貌激发高
质量发展新活力。

化繁为简 为项目审批提速

尤洛卡公司是一家研发、生产煤
矿重大灾害防治设备和智能制造的上
市企业。为占领新兴市场、优化产业
布局、实现跨越发展，公司计划对北厂
区进行拆除重建、二次利用。面对企
业诉求，泰安高新区为企业量身打造
了“一支代办队伍、一份温馨提示、一
个流程图表、一套审批方案”，对项目
报审方案进行提前辅导、专题研究，并
出具审批意见。通过模拟审查、告知
承诺、容缺受理等特色服务，步步压
茬、层层提速，企业在办理项目立项的
当天，就通过了项目规划设计方案审

查，办理了建筑施工许可指标。这一
举措破解了建设项目审批“材料多、环
节多、跑腿多、时间长”的困局。

据了解，泰安高新区按照“三步
走、一条线”的服务机制，分工协作、闭
环服务，积极探索工业项目“极简极速
极优”审批流程，将原来全流程的53
项 审 批 事 项 合 并 为 44 项 ，精 简
16.9%。通过强化要素保障、开展项
目联合模拟审查、精简合并审批事项
等举措，极大限度精简项目所需办理
的手续，实现“极简办”。全面建立内
部业务、横向部门、纵向层级和社会多
元“四维协同”联动机制，通过告知承
诺+容缺受理+信用审批等措施，实现

“极速办”。主动为项目单位提供“全
流程、无差别、保姆式”服务，提前介
入、精准施策、全程跟踪，为入区项目
提供优质服务，推进项目尽快落地投
产，实现“极优办”。

贴心服务 为引才留才助力

今年年初，泰安高新区了解到山
东农业大学博士胥倩的作物靶向代谢

组检测服务项目有落地需求。虽然当
时泰安高新区仅是对方考察的备选地
之一，但相关部门单位做了充分准备，
在对接当天，仅用一上午的时间就确
定了项目落地合作，不仅解决了公司
注册选址、办公空间，谈妥了车间厂
房，还明确了人才公寓等政策扶持
措施。

“泰安高新区对人才的服务真是
太热情、太周到了，就冲着泰安高新区
的发展活力和人才制度保障，我相信
在这里能干出一番事业。”胥倩信心满
满地说。目前，泰安高新区为她提供
的创业启动资金400万元已拨付到
位，项目已顺利投产。这是泰安高新
区深化高层次人才全生命周期精准扶
持机制、优化人才发展环境的又一生
动实践。

一直以来，泰安高新区把人才作
为创新发展的最强引擎，紧盯产业企
业人才技术“需求端”和高校人才技术

“供给端”，围绕孵化一批高质高效发
展创新型科技企业、聚焦“卡脖子”难
题推动一批“揭榜挂帅”、集聚一批产

业发展急需紧缺青年人才，按照“3+
6+4+3”联盟工作思路，“打造三方战
略、开展六方面合作、创新四项推进工
程、探索三全保障措施”，持续打造校
（院）地、校（院）企合作全方位、深层
次、常态化对接、交流、服务平台。

大力实施博士创业征集工程、人
才“蓄水池”工程、泰籍学子“风筝”计
划和“人才吹哨、专员报道”行动，为各
类人才开展“政策咨询全程服务、工程
项目全部代办、需求供给全程对接、底
数结构全程掌握”4项全程服务。泰
安高新区“全程帮”服务品牌获得全市
人社系统优秀服务品牌荣誉称号。实
施“人才安居工程”，以人才公寓、购房
补贴、租房补贴、就业补助为重点，打
造“建、购、租、补”四位一体的人才安
居体系。今年以来，已发放高学历安
居补贴874.66万元，惠及104家企业、
1003人次。持续发挥国家级海智基
地优势和泰山创新谷、智慧谷人才“洼
地效应”，

泰安高新区推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厚积营商环境软实力
激活高质量发展澎湃动能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于龙 通讯员 卢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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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雪节气已到，冬日的泰山
西湖就像一面明镜，天水一色，景
色绚丽迷人。除此之外，岱道庵
游园、宁阳复圣文化园碧云天、黄
叶地，层林尽染，目之所及，丽景

入画，醉美入心。
冬日的泰安，带着浓浓的温

情，生态之美醉了这座城市，也醉
了市民的心田。最泰安全媒体记
者 董文一/文 陈阳/图

斑斓冬色 美景怡人

本报12月8日讯（最泰安全媒体
记者 王丙寅）近日，中国科协公布第
二批创新基地名单，泰山智慧谷成为
此次唯一获批的“科创中国”创新基
地。截至目前，中国科协共批复两家
创新基地，另一家是2020年批复的嘉
兴未来科学城。

“科创中国”创新基地是中国科协
重点培育工作基础好、辐射带动能力
强的试点市的一项重要举措。创新基
地的成立，更有利于汇聚中国科协及
全国学会的高端创新资源。

泰山智慧谷位于泰安高新区，是
市委、市政府重点打造的人才创新创
业城市综合体。该项目占地600余亩，
规划建筑面积80万平方米，总投资30
亿元，按照“一谷引领、四园带动、六智
支撑、多片拓展”的“1+4+6+N”发展思
路，以人力资源服务、电子信息技术、
新材料、生物医药四大产业园为起步

区，拓展建成各类战略性新兴产业园
区、国际人才交流中心、国际人才社
区、高端人才公寓等生态功能区，吸引
更多高层次人才来泰创新创业。

泰山智慧谷“科创中国”创新基地
将立足泰安、服务山东，聚焦我市主导
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需求，以“智慧”和

“人才”为两大核心，以“平台、机制、政
策”为三大要素，以双创智能服务、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服务、科技资源共享、产
业链聚合为四大抓手，打造人才智引、
项目智育、金融智创、合作智汇、高端智
库五类联合体，努力打造“六个中心”，
逐步形成“社会组织平台化集合、服务
团队专业化支撑、供需对接市场化运
作、科创中国品牌化落地”的科技创新
服务生态系统。泰山智慧谷“科创中
国”创新基地力争“科创中国”线上服务
我市企业1000家，推介转化科技成果
400项，新增专利200项；入驻全国学会

20家，国字号（分）创新平台20个，引进
高层次人才200人，多个创新项目在我
市转化落地；引进山东中医药大学、齐
鲁工业大学、山东科技大学等高校以及
科研院所合作建立一批创新平台并
入驻。

我市成为“科创中国”首批试点市
以来，市科协坚持有解思维，积极探索
全领域推进、全产业对接、全链条服
务、全过程跟进“四全”工作法，真心实
意为企业办实事、解难题，千方百计
把创新资源联系上、请进来，切实打
通了高层次人才专家、高端技术与企
业之间的壁垒，有效破解了企业难以
快捷精准对接高端资源的痛点堵点，
让企业之困直通大院大所，让大院大
所的人才技术直流企业。“有困难找
科协找学会”成为企业共识，形成了

“科协搭台、学会助力、企业受益、产
业提升”的良好创新生态。试点以

来，我市先后与59家全国学会、28家
省级学会建立密切合作关系，新建智
慧水务研究院等创新平台41个，“科
创中国”平台服务企业达817家，解
决企业技术难题120余个，新增专利
350余项，创造经济效益46亿元，3
个项目获得中国科协经费支持。中
国科协服务山东创新发展现场交流
会、2021年度全国科协系统青少年
科技教育活动工作研讨会在我市召
开，我市先后3次在中国科协召开的
工作会议上作典型发言。

下一步，市科协将全面贯彻新发
展理念，锻造全产业链思维，以“科创
中国”试点市为抓手，全力打造高水平

“科创中国”创新基地，积极导入更多
创新资源，全力服务企业和项目，精准
解决项目推进中遇到的问题，助力产
业向下生根、向上伸展，为经济高质量
发展提供坚强支撑。

中国科协公布第二批创新基地名单

泰山智慧谷获批“科创中国”创新基地

近年来，市人防办深入贯彻落实
中央和省、市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系列
决策部署，将优化人防领域营商环境
作为人防部门“头号工程”“头号任
务”，坚持“有解思维”，持续改革创新，
全面实施人防政务服务事项“放、融、
并、转”，进一步简化审批流程，实施流
程再造，创新服务举措，全面优化人防
领域营商环境，不断提升为民服务效
能和水平。

人防政务事项全部“放权”到位
全部实现集中审批

针对“跑多头、多头跑”问题，市人
防办聚焦一个“放”字，做足“减法”文
章，持续向县市区“放权”“授权”，努力
让企业和群众“少跑腿、办成事”。

实施“市县同权”改革，通过权力

下放（委托）的方式，将人防行政许可
事项及其相关联的其他权力、公共服
务和行政征收等67项权责事项，全部
下放（委托）至县级人防部门办理，做
到所有人防政务服务事项在同一层级

“一链办理”，实现“县级的事县级办”，
有效减少了企业办事跨域成本。今年
下半年，按照有关部署安排，徂汶景区
管委会与市人防办对接，要求市人防
办下放38项人防权责事项，市人防办
党组在充分调研基础上，经与徂汶景
区沟通，确定将67项人防权责事项一
次性全部下放至徂汶景区。“市人防办
将人防权责事项全部下放到徂汶景
区，我们有了审批权，申请人就不用到
市人防办去办理了，节省了时间和人
力、物力。”徂汶景区住建部工作人
员说。

市委、市政府决定相对集中实施行
政许可权后，市人防办立即行动，通过
人防权力事项、工程流程、法规政策、支
持衔接措施等打包移交方式，先后分
三期将7项行政许可事项、5项其他权
力事项、2项行政征收事项、1项公共
服务事项全部划转或委托市行政审批
服务局集中实施，与市行政审批服务
局明确审、管职责，建立审批与监管良
性沟通协调机制，实现人防依申请政
务服务事项全过程“一个平台全受理、
一个部门全部办、大厅之外无审批”。

创新实施融合办理
全面落实“三减一并”

“以前，我们做房地产开发项目，
只有办理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之
后，才能办理人防审批手续，到那时才

能知道需要多少资金来配建人防工
程，这对我们资金筹措和展开工程建
设有一定影响。现在，市人防办将人
防工程建设要求纳入了《建设用地规
划条件》，我们在查看拍地公告时，就
能知道这个地块需要建设多少面积的
人防工程，对我们预先估算投资成本、
筹措资金和下定拿地决心有了很大帮
助。”在办理人防规划业务时，泰安泰
实地产有限公司负责人胡先生为市人
防办将人防工程建设要求纳入《建设
用地规划条件》的这一做法点赞。

市人防办在推进流程再造上用好
“加法”，实施跨部门流程再造，推动职
责融合、事项融合、流程融合，最大限
度减少环节，提高效率。与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对接，

市人防办坚持“有解思维”持续优化人防领域营商环境

全面实施放融并转 提升人防服务效能

学好用好办好党报系列短评③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苏婷 通讯员 贾煜伟 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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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好学才
能上进。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
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
向未来。”学习读什么？首先就应
当读党报。对于党员干部而言，
党报不仅仅是一张报纸，更是加
强理论学习、提高政治站位、提升
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最实用最有
效最便捷的教材。可以说，读党
报学党报是每一名党员领导干部
的必修课。

党报中有党的最新理论成
果，有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各级
各部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动实践
和鲜活经验，是党员干部加强全
方位学习的好帮手、好参谋。党
员干部只有学好用好党报，从中
充分汲取政治营养、增强政治定
力，才能在纷繁的信息中保持清
醒、明辨是非、站稳立场；才能向
党中央看齐，把党中央和省委、市
委的决策部署凝聚成思想共识，
转化为推动泰安高质量发展的具

体行动。
学好党报不仅有利于统一思

想，站稳立场，而且还能启迪思
维、指导工作。党报刊登的文章
无论是大政方针，还是先进模范，
抑或先进经验、失败教训，都能给
人以启发，在不同层面推动工
作。党员干部只有学好用好党
报，才能站得高、看得远，办事有
思路、解题有方法，工作起来得心
应手，才能了解上级政策方针，知
晓群众所需所求，找到开展工作
的动力与方向，制定出服务大局、
贴近实际、造福百姓的好政策，不
断推动泰安经济社会各项工作落
地落实，朝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接续奋斗。

毛泽东同志曾说过：“一天不
读报是缺点，三天不读报是错
误。”学好用好党报应成为每个党
员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
觉，“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融
会而贯通”，进而为新时代现代化
强市建设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学好党报这门必修课
□最泰安全媒体评论员 安静

本报12月8日讯（最泰安全
媒体记者 毕凤玲）为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
范引领作用，由中共中央组织部
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录制的
《榜样6》（建党100周年特别节
目）于8日晚间8点档在中央电视
台综合频道（CCTV-1）首播。我
市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学习收看
《榜样6》。

《榜样》系列节目每年制播一
期，本期节目重点宣传“七一勋
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表
彰对象典型事迹，通过典型事迹

再现、现场访谈、重温入党誓词等
形式，生动展现中国共产党人坚
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廉
洁奉公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
彰显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是开展党员
教育培训的生动教材。

据了解，《榜样6》将适时在中
央电视台新闻频道(CCTV—13)
等 重 播 ，在 共 产 党 员 网
(www.12371.cn)、共产党员微信
（gcdyweixin)、全国党员干部现
代远程教育专用频道集中展
播。共产党员网首页提供节目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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