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4 月 26 日，记者从市数
据资源管理局获悉，今年以来，该局始
终从服务各类市场主体和广大人民群
众异地办事需求出发，紧扣工作实际，
依托“皖事通办”平台加强业务协同和
数据共享，扎实推进长三角地区政务
服务“一网通办”和“跨省通办”，并先
行先试皖浙闽赣四省相关边际城市

“跨省通办”工作，持续提升政务服务
便利度和人民群众获得感。

做深做实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
通办”。根据长三角“一网通办”专窗
工作需求，配置高拍仪、扫码枪、社保
卡读卡器等办公设备，定期对专窗工
作人员开展业务培训。推动长三角

“一网通办”场景应用，根据全省统一
工作进度安排，聚焦异地就医、养老、
上学、就业、人才流动、旅游出行等领
域高频办事需求，积极推动场景应用
在长三角“一网通办”专栏或三省一市
政务服务 APP 上线。扎实推进电子证

照制证和互认共享，上线 419 种电子证
照，累计签发 1253 万余个电子证照。
重点探索推进电子证照跨区域共享互
认，实现电子证照在更大范围的政务
服务以及社会化生活领域中的应用，
服务企业群众异地办事。截至目前，
长三角地区已实现社会保障卡、高等
教育学位证书、取水许可证等 24 类高
频电子证照互认共享。

推进政务服务“跨省通办”标准化
建设。实现政务服务事项办理规范
化，基于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政务服务
事项基本目录，在实现目录清单市县
乡村四级事项名称、编码、依据、类型
等基本要素“四级四同”的基础上，持
续推进我市目录清单与国家基本目录
的要素统一，推动事项办理规范化运
行，实现同一事项在不同地域无差别
受理、同标准办理。设置并丰富线上
专区，在“皖事通办”门户上线“跨省通
办”专区，作为我市“跨省通办”服务入

口，并与国家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跨
省通办”专区互联互通。设置并完善
线下窗口，依托长三角地区“一网通
办”专窗，在市、区（县）政务服务大厅
设置“跨省通办”专窗，配备相应的设
备和人员。积极探索向重点乡镇（街
道）、村（社区）和园区延伸。

探索政务服务“跨省通办”业务新
模式。根据企业、群众需求和业务工
作实际，积极探索通过“全程网办”“异
地代收代办”“多地联办”等一种或多
种方式组合，实现更多政务服务事项

“跨省通办”。大力推进“全程网办”，
全面优化线上服务流程，除法律法规
规定和确有到现场办理的特殊要求
外 ，实 现 个 人 事 项 和 行 政 许 可 事 项
100%“全程网办”。按照“应上尽上”
的原则，政务服务事项全部纳入“皖事
通办”平台，由业务属地为申请人远程
办理。持续拓展“异地代收代办”，对
法律法规明确要求必须到现场办理的

政务服务事项，在不改变各地原有办
理事权的基础上，通过“收受分离”模
式，深化“异地受理、无差别办理”服
务。探索优化“多地联办”，对需要申
请人分别到不同地方现场办理的政务
服务事项，改由一地受理申请、各地政
府部门内部协同，申请材料和档案材
料通过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共
享，实现申请人只需到一地即可完成
办理。

推进皖浙闽赣四省边际城市“跨
省通办”，会同浙江省衢州市、福建省
南平市、江西省上饶市依托全国一体
化政务服务平台，先行先试四省边际
城市跨省通办体制机制和运行模式，
截至目前，四地“跨省通办”的内容涵
盖了教育、社保、医疗、养老、婚育和企
业登记、经营许可办理等多个领域的
101 个服务事项，极大地方便了四省边
际地区企业群众。

·汪 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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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长三角一网通办、跨省通办再提速

4 月 21 日，工人在江淮汽车
新港基地轻卡生产线上忙碌。

自春节后复工复产以来，在
安徽省合肥市的江淮汽车轻卡
生产基地，生产企业防疫、生产
两手抓，围绕人员保障、供应链
保障、物流保障积极做好防疫措
施，确保轻卡生产线正常运转。
汽车产业工人在生产线上加紧
生产，为复工复产打“卡”。

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摄

“五一”、端午将至，浙江省纪委省监
委 25 日公开通报近期查处的 10 起典型
问题，并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深挖彻
查带有腐化蜕变特征的违规吃喝、违规
收送礼品礼金等顽疾，坚决清除背后隐
藏的利益交换、请托办事等腐败问题。

此次通报的 10 起典型问题包括：浙
江工业大学原党委委员、副校长陈鹰长
期违规打高尔夫球，由他人支付应由个
人支付的费用，违规收受礼品问题；浙
江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总队原
党委书记、总队长朱国振违规收受礼品
问题；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检察院原党组
书记、检察长戴平违规收受礼品礼金问
题；浙江省审计厅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
审计处原处长黄鸿违规收受礼品礼金，
违规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
请和高消费娱乐活动安排问题；金华市
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成卫春违规收
受礼品问题；丽水市缙云县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郭以洪违规收受
礼品问题；杭州市富阳区城市建设投资

集团城市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李亚军违规公务接待问题；浙江舟山群
岛新区金塘管委会党委委员、副主任兼
金塘北部开发指挥部总指挥丁水华违
规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
问题；衢州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
局 党 委 书 记 、局 长 汪 啸 山 公 车 私 用 问
题；宁波市慈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正局
级干部、市市场协会会长沈箭达借考察
之机公款旅游问题。

浙江省纪委省监委指出，全省各级
纪检监察机关要严肃纠治、精准施治“四
风”突出问题，坚决防范“节日腐败”，深
化整治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等
享乐奢靡问题和不担当不作为、加重基
层负担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紧盯

“酒杯中的奢靡之风”，着力纠治快递物
流收送礼品、虚列开支套取钱款、将吃喝
送礼费用转嫁下级等隐形变异行为，坚
决防止节日期间“四风”问题反弹回潮。

·新华社记者 岳德亮·
（新华社杭州4月25日电）

浙 江：

通报 10 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一位黄山“大白”的援沪手记
4 月 4 日凌晨 5 点多，东方出现一

条淡黄色天际线，隐约能见远处高楼
大厦时，我在心里默念，上海我来了。

回想 4 月 3 日下午 5 点多，下班回
到家烹饪晚饭时接到医院电话，委婉
征询“要派娴熟核酸采样人员去上海，
你愿意去吗”，未有犹豫当即答应。

撇下家务驱车回院准备领取防护
物资，此次援沪十万火急，晚上 8 点先
参加培训，晚上 11 点就要出发。当我
和同事赶到县医院培训点时，才知道
培训结束后即刻出发集合。而此时，
我和同事连换洗衣服都没有准备。

马不停蹄赶回家时，发现爱人已
将两岁半的孩子哄睡着，正在帮我整理
行囊，强装自若地告诉我“家里有她”，叮
嘱我在上海一定要做好防护保护自己。

她说，已经叫在家采茶的妈妈明天来帮
忙照看孩子。拿着行李轻轻吻了吻熟
睡中的孩子，走向了单位接我的车。

深夜 11 点多，黄山市 200 人组成
的核酸采样队分乘 4 辆大巴出发，上海
——我来了!大巴车在夜色中飞驰，在
临安服务区短暂停靠，全体队员开始

“全副武装”，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本次黄山驰援上海采样队负责的

是长宁区仙霞街道。凌晨 5 点多，车子
停靠在仙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口。

我所在的锦苑小区是个老小区，
居委会工作人员及志愿者热心周到，大
事小情安排有条不紊，居民配合，秩序
井然，我们做到一采一手一消毒。就这
样紧张、有序、高效地连续工作 6 个小
时，我们完成了该小区的采样任务。

此次驰援上海，若说没有顾虑，那
肯定是违心的。都知道上海人口密度
大、情况复杂，加上奥密克戎病毒是前
所未有的传播速度快、感染率高……
很多队员一晚上都没有睡觉，但到了
上海，看到的是空荡荡的街道，大门紧
闭的店铺，小区里落满树叶的车辆，使
命感让我们变得强大，不再感到害怕，
从凌晨 2 点到下午 1 点，脱了防护服
后，里面的衣服都已经能拧出水来。

4 日傍晚，满载着上海居民的谢意，
满载着完成驰援任务的安定，我们回来
了。而此时此刻，我们内心坚定，只要上
海需要，我们时刻准备着再次出发!

祝上海早日远离疫情、早日重现
国际大都市的繁华瑰丽，犹如凌晨刚
到上海时那抹淡黄色的天际!

·王寿来·
（来源：新民晚报长三角工作室）

上 海：

加强对生活物资保供礼包供应商的资质资格审定
上海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生活物资

保障专班（上海市商务委员会）23 日发
布通知，要求落实最严的责任、实施最
严的监管、开展最严的执法和最严的追
责，从源头把控保供食品安全，加强对
生活物资保供礼包供应商的资质资格
审定，确保政府保供的“好事办好”“实
事办实”。

近日，上海出现一些保供物资涉嫌
以次充好、假冒伪劣等问题，引发社会广
泛关注。上海要求按照“四个最严”标
准，聚焦重点行业、重点场所、重点品种，
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从严从重从快查处
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确保保供生活物资
质量和食品安全。

对于生活物资保供礼包，上海商务
部门实行提级管理，加强对供应商资质
资格审定，一旦发现证照资质不符合要
求的，及时剔除出保供企业“白名单”，并
作为案件线索进行追查。

各区市场监管部门加强保供礼包抽
查核验，抽检合格后方可向市民发放。
发现不符合要求的，立即通报商务部门，
一律不得向市民发放。发放组织者承担
食品安全管理责任，督促食品生产经营
者加强食品采购、运输、贮存和发放过程
食品安全管理。通过明确有关各方责
任，切实把好保供礼包的来源关、品种
关、质量关。对于捐赠生活物资，接受捐
赠的区、街镇和单位，要加强运输、分装、
配送等各环节的管理，确保质量安全，各
区市场监管部门主动开展监管，发现不
合格的要妥善处置。

此外，上海要求各区和街镇畅通保
供服务热线，主动接受市民对礼包发放
和受捐生活物资的监督，对涉及的舆情，
要第一时间开展调查，及时回应社会关
切和市民担忧。

·新华社记者 周蕊·
（新华社上海4月23日电）

4 月 26 日，临安武术协会理事程金跃在指导板桥小学学生们练习传统的“十八般
武艺”。“十八般武艺”是流行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的传统体育运动，由十八般古兵
器操练法演变而来，作为浙江省级非遗项目列入该校“第二课堂”特色课程。

近年来，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板桥镇注重非遗传承人才保护和培养，通过建立非
遗传承教学基地和场所、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开设非遗第二课堂等，努力推进“十八
般武艺”“秋口水龙”等当地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

防疫生产防疫生产
两不误两不误

4 月 25 日，在浙江省杭州市桐庐经济开发
区一家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工人在组装、检测医
疗器械。

今年以来，各地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
动摇，积极出台多项政策举措，稳定市场主体，
助力有序生产。 新华社记者 徐军勇/摄

4 月 24 日，中建三局一公司的工程人员在项目现
场施工建设。

近期，江苏省南京市各工业主体认真落实疫情防
控和生产责任，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生产建设。在
南京市建邺区小米集团华东总部项目，中建三局一公
司相关项目部严格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确保工
程不停工，项目建设如期稳步推进。

新华社记者 李 博/摄

王寿来
安徽省黄山市歙县徽城镇卫生院
副主任医师

记者 26 日从江苏省苏州市体育局
获悉，为支持受到疫情影响、生产经营遇
到困难的体育服务业企业，该局发布《苏
州市体育局关于积极应对新冠疫情影响
进一步助力体育服务业纾困减负的实施
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从政策扶
持、金融支持、减免租金、拉动消费等方
面出台 10 条措施，助力体育服务业市场
主体渡过难关。

实施细则指出，加大对体育服务业
的贷款支持。利用好苏州市“体融通”担
保贷款、“小微贷”和江苏省体育局“阳光
体育贷”等金融服务平台，建立融资“绿
色通道”，国有融资担保公司担保费率延
续下降 20%，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担保
费率不高于 1%。

凡 2022 年 3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期间
体育服务业企业申请贷款的项目，符合
市级体育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申报要
求的，给予 70%贷款贴息支持。对承租
苏州市体育系统权属物业的服务业小微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免 2022 年 3 至 8

月共 6 个月租金。
实施细则提出，加大体育惠民经费

投入。面向苏州城区健身人群发放 800
万元体育消费补贴，推进大型体育场馆
免费或低收费开放，进一步刺激疫情后
体育消费需求，提振体育消费市场。鼓
励有条件的县级市，采取发放体育消费
补贴等多种方式，进一步释放疫情后居
民体育消费潜力。

对纳入本年度国际国内重大赛事计
划、受疫情影响的赛事活动，根据赛事活
动收支缺口情况，争取列入省、市体育局
的赛事活动专项资金中给予适当补贴。

实施细则还明确，加快开展政府采
购事项。抓紧实施已纳入 2022年度预算
且年内确定开展的体育赛事、体育活动、
体育培训等购买服务及器材采购事项，符
合条件的加快通过公开方式交由市场主
体承办，苏州市体育局系统本年度上述采
购项目首付款支付比例提高至 60%。

·新华社记者 刘巍巍·
（新华社南京4月26日电）

苏 州：

出台体育服务业纾困减负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