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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积极排涝应对短时强降雨

■记者 王慧青 刘殿君 通讯员 竹婷婷

本报讯 为进一步深化“最多跑一次”
改革，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近日，萧山
区政府办公室发布《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

“证照分离”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
“《试点方案》”），全力推进试点改革，力争
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根据中央、省市相关部署，萧山经济
技术开发区作为萧山唯一“证照分离”改
革试点，将根据《试点方案》，通过审批方
式改革、完善市场准入机制、提高企业办
证效率，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探索有效监
管方式和措施，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
方式创新，实现放得更活、管得更好、服务
更优，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营造法
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

成熟一批 实施一批

所谓“证照分离”改革，是指除涉及国
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和公众健康
等重大公共利益外，能分离的许可类的

“证”都要分离出去，分离方法一是直接取
消审批，二是由审批改为备案，三是实行
告知承诺制。

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其目
的是为了清理规范各类行政许可，有效破
解市场主体“办照容易办证难”“准入不准
营”等问题，为企业办事带去便利。

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将按照中央、省市
相关成功经验，逐步推广试点工作。在内容
上，《试点方案》指出，在试点范围内复制推
广上海市116项行政许可等事项（国务院或
国家部委已取消的事项除外）“证照分离”改

革试点经验做法，对《省试点方案》明确改革
试点的98项行政许可事项，分别按照“成熟
一批、实施一批”的原则进行改革试点。试
点期限截至2018年12月21日。

根据《试点方案》，我区将全面落实《省
试点方案》改革审批方式的5项举措。对于
取消审批的1项改革事项（出版物出租经营
备案），明确取消行政审批的后续工作。对
于审批改备案的1项改革事项（食品小作
坊、小餐饮店、小食杂店登记），明确取消行
政审批改为备案的后续工作。对于实行告
知承诺的12项改革事项，要逐项制定告知
承诺书格式文本和告知承诺办法。对于提
高透明度和可预期性的14项改革事项，要
逐项明确相关事项提高审批透明度和可预
期性的具体改革举措，形成和制定相关管
理制度。对于强化准入的8项改革事项，要

逐项明确相关事项加强市场准入管理的具
体改革举措，形成相关管理制度。

形成合力 全力推进

《试点方案》指出，“证照分离”改革试
点工作将纳入年度考核，并建立“证照分
离”改革试点评估机制，委托第三方机构
对照改革预期目标进行评估。这充分表
明了我区对该试点工作的重视程度。

根据《试点方案》，我区将成立萧山经
济技术开发区“证照分离”改革试点工作
领导小组，开发区管委会、区政府法制办、
区办事服务中心、区市场监管局、区编委
办负责“证照分离”改革试点工作的牵头
协调，有序推进改革试点工作。

我区将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主
管、谁监管”的原则和要求，逐项明确监管

责任划分，建立健全事中事后监管体制机
制。包括健全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制度和
公示信息抽查制度，完善信用评价制度、
企业经营异常名录制度和严重失信企业
名单制度。以市场机制和行业协会为依
托，实施自律监管。对于取消审批的事
项，积极发挥行业协会作用，鼓励其探索
行业管理规范和自律框架，建立政府与行
业协会信用信息互联共享机制等。

以“证照分离”改革为契机，我区将进
一步完善“证照联办”改革，推广“多证合
一”改革，推进“一照一码”营业执照广泛应
用。与此同时，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建
立“一窗受理、集成服务”的“一窗通办”服
务机制，全面开通网上审批、网上审核、快
递送达的“零跑动”办事渠道，进一步方便
企业和群众办事。

新华社电 根据海关总署关税征管有
关负责人的表态，中国对美部分进口商品

加征关税措施已于北京时间6日12:01开
始正式实施。

海关总署关税征管有关负责人5日在
回答媒体关于中国对美关税反制措施实
施时间时表示，根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
会2018年第5号公告，对原产于美国的部
分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措施将在美方的加

征关税措施生效后即行实施。
根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消息，美

国于当地时间7月6日00:01（北京时间６
日 12:01）起对第一批清单上818个类别、
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的进
口关税。作为反击，中国也于同日对同等
规模的美国产品加征25%的进口关税。

中国对美关税反制措施昨12:01正式实施

■通讯员 杨颖艺 首席记者 龚洁

本报讯 入梅以后，天气经常说变就
变，短时强降雨成为了“家常便饭”。为确
保交通畅通及防汛安全，我区积极排涝，
及时预警，保障防汛“四不一正常”。

区防汛指挥部根据天气预报，每天定
时向防汛调度管理人员发送实时水位情
况、开机开闸情况及涵闸关启调度指令，确
保未雨绸缪，预排预泄；同时向全区防汛责
任人及“九大员”发送防汛应对要点，督促
做好巡查管理工作，保障预警预报到位。

在强降雨来临时，我区及时启动全区
调度系统，充分发挥水利工程设施防灾减
灾作用。如7月3日17时至20时，受雷暴
云团影响，萧山出现短时强降雨过程，有5
个站降雨量在40毫米以上，特别是在城区
范围内，短时降雨量达到56.5毫米，部分道
路出现积水。为此，区防汛指挥部自18时
起，连续三小时调度沿江各闸站排涝水，确
保水位第一时间下降。如7月5日至7月6
日6时，我区出现明显雷阵雨天气，并伴有
短时强降雨和6到8级大风，全区平均雨量
33毫米，9个站点超过50毫米，区防汛指挥

部启动沿江10个排涝闸、4个泵站，连续8
个小时排除涝水，共机排100台时205万立
方米，自排160孔时1200万立方米。

入梅以来，我区排涝工作不放松，自6
月20日至7月6日8时，全区共机排750
台时、排水量1800万立方米，自排1060孔
时、排水量8300万立方米。目前，全区内
河河网水位及各山塘水库水位均在警戒
水位以下。下阶段，我区将密切关注雨情
汛情，加强24小时防汛值班，加强水利工
程的巡查和防守，保证信息畅通，全力以
赴，确保安全度汛。

国博中心通过国际标准五套体系认证
■记者 魏心佩 通讯员 朱丽燕 方利利

本报讯 近日，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在
通过 ISO22000（食品安全管理认证）、
HACCP（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认证）、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3套体系复
审后，又获得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
OHSMS（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的认
证。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有限公司、杭州

国际博览中心北辰大酒店有限公司根据
经营发展需要，前期建立了质量、食品安
全、HACCP管理体系，从2017年 6月开
始，又着手建立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管
理体系，使管理体系覆盖公司展会服务、
酒店服务、餐饮服务等所有业务。为了提
高整体管理体系的运作有效性和效率，消
除多个管理体系并存所带来的重复工作
量，把质量、食品安全、环境、职业健康安
全管理体系进行整合，并于2018年 6月

初获得证书。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自投入使用以来，

不仅弥补了杭州没有超大型展览场地的
短板，改变了长三角区域展览市场的格
局，而且成为了萧山打造会展业、发展城
市经济最重要的载体。据统计，上半年，
国博中心共举办会议1020场次，参会人数
超15万人次；展览20场，展览面积262万
平方米，观展人数超45万人，最远会议活
动已预订至2023年。

■实习生 吴瑾熠 首席记者 龚洁

本报讯 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6月6日至29日，
区纪委区监委派驻第六纪检监察组联
合区环保局机关纪委, 开展环境信访
整改落实情况专项督查。

督查组紧盯工作作风、工作效率以
及人员履职等方面内容，通过听取汇报、
查阅台账和实地抽查等方式，对区环境
监察大队和瓜沥、空港、临浦、城厢、开发
区等五个基层环境保护所进行全面督
查。本次督查重点是各责任单位在环保
信访问题整改中，是否在规定时间内调
查清楚、整改到位，处理和整改工作是否
落实到人、信访问题处理和整改结果是
否有后续跟踪，是否存在老问题新信访

情况；在信访处理过程中，工作人员是否
存在不履职、不正确履职、履职不力等问
题，是否存在相关单位或部门之间推诿
扯皮、敷衍塞责的情况；是否存在工作人
员违反纪律作风有关规定。

据了解，此次专项督查立足于前期
区环保局机关纪委自查的基础上，聚焦
群众关注度高的突出环境信访，随机抽
查信访24件，涉及企业80余家，现场
检查企业18家。

区纪委区监委派驻第六纪检监察
组组长方红表示：“此次督查，旨在进一
步压实主体责任，保证传导压力到具体
人员。下阶段，督查组将继续坚持把群
众利益放在第一位，持续保持高压态
势，确保各项整改措施落实到位，切实
减少重复信访。”

■通讯员 戴梦迪 记者 王慧青

本报讯 近日，由杭州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市消保委主办，萧山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区消保委、河上镇人民政府
承办的杭州市“品质消费教育乡村行”
启动仪式暨放心消费进农村现场服务
活动在河上镇举行。

本次活动以“送法律、送知识、送服
务三下乡”为主线，为民服务与放心消
费进农村、党员志愿服务相结合，通过
展板宣传、以案说法、质量检测、现场受
理咨询纠纷等形式向农村地区的消费
者普及消费知识，提升维权意识。活动

共发放消费、司法、禁毒等相关宣传资
料2400余份，宣传用品1500余份。

“开展‘品质消费教育乡村行’系列
活动，目的是引导农村消费者转变消费
观念，提高法律意识，增强对假冒伪劣
商品的辨认能力，掌握消费纠纷救济途
径，提高自我维权能力。”区市场监管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

接下来，市、区消保委将因地制宜，
在镇街村办事窗口发放消费宣传资料，
将放心消费的理念、品质消费的元素融
入乡村振兴战略，让美丽乡村建设牵手
品质消费，让品质消费助力更多农村消
费者追求美好生活。

多部门联合启动“品质消费教育乡村行”

派驻第六纪检监察组
开展环境信访整改落实专项督查

钱江世纪城“亚运三馆”中的奥体中心主体育馆和游泳馆目前土方开挖占总土方量六成；
维护桩和部分桩基施工已完成；现已垫层及防水已累计施工10000平方米，为第一块地板的
浇捣做准备。 首席记者 范方斌 摄

为了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和示范引领作用，“绿地·众银汇”项目部在区委组织部、区住建局的指导下，利用围墙、
楼道、会议室等地，投入大量资金建起了我区首个“党建进工地”宣传阵地，建有党的知识、党员志愿者服务、平安工地创建
等相关内容。图为工人们在工作之余观看党建知识。 通讯员 陆国庆 记者 唐柯 摄

党建进工地

新华社电 “对着屏幕刷脸，再输
入相关信息，不到一分钟就完成了相关
身份认证手续。”杭州市下城区长庆派
出所，在户籍民警的指导下，出门忘带
身份证的田女士最终顺利办结了小孩
落户事项。

今年年初，下城区公安分局率先试
点推出了“互联网+可信身份认证”服务，

“无证”办事今后有望在浙江全省推广。
在下城区各派出所办证窗口，能

“刷脸”办的事项远不止一项。下城区

公安分局政委尚昉说，下城区8个派出
所户籍（含居住证）窗口已全面试行“互
联网+可信身份认证”工作，目前全部
44项户籍类业务中的36项和流动人
口居住登记、居住证办理2项可通过

“刷脸”认证的方式进行办理。
据悉，现阶段“刷脸办证”主要方式

是通过可信认证平台打印纸质凭证，作
为办理相关业务时的临时替代证明。
下一步，杭州将上线手机客户端远程认
证服务。

杭州公安试点38项业务“刷脸”可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