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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受中介190余万元“好处费”
违规办理177户住址注册登记

武昌区行政审批局多名工作人员收受“好处费”，违规办理注册登记。

经查，2017年至2018年，区行政审批局经济类
审批科原科长何某、副科长杨某某、四级主任科员
阮某某、劳务派遣工作人员喻某、金某、李某某等6
人，与中介串通，通过虚假地址注册登记、违规扩
大经营范围等方式，将观澜天地小区177户住宅地
址冒名注册，6人共先后收受中介代办人员“好处

费”190余万元。杨某某、阮某某、金某、李某某等4
人被立案调查，何某、喻某等2人因受贿数额较大
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区行政审批局副局长杨
某某、原副局长程某等2人受到书面检查处理，区
行政审批局党组书记吴某某、局长徐某等2人受到
批评教育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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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优化营商环境，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跟进监督、创新监督，做深做实日常监督，发现并查

处了一批营商环境中存在的庸懒散慢乱浮等干部作风问题。昨天，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上通报了5起影响营商环境典型问题。

损害营商环境？查！

5起影响营商环境典型问题被通报

通报指出，这5起典型问题，反映出少数

单位执行市委、市政府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

部署态度不坚决、工作推进不力、政策执行

不到位。有的不敢担当、不愿负责，对已承

诺事项不讲诚信，新官不理旧账；有的政策

制定后配套措施缺失、无法落地，成为一纸

空文；有的甚至吃拿卡要、以权谋私，侵害企

业群众合法权益。这些问题严重损害了我

市营商环境，必须坚决予以纠正。

当前，我市正处在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确保“十三五”规划

圆满收官、“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的关键时

期，全市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切实

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市政府优化营商

环境的决策部署上来，结合全市开展的庸懒

散慢乱浮现象集中治理活动，深入找本地

区、本系统、本单位营商环境方面存在的突

出问题，尤其是背后的干部作风问题，列出

问题清单，制定整改措施，逐项推进整改。

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大对营商环境

中不担当、不作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的追责问责力度，为推动打造全国营商环境

最优城市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经查，南湖路道路建设项目于2018年4月开
工，计划于2019年6月完工，因区建设局统筹协调
不力，未及时督促建设单位按期推进工程建设；区
建投公司对项目建设工期把控不严，施工进度缓
慢；洪山街在拆迁工作中推进不力，未按期完成施

工断面土地腾退及房屋拆迁工作，导致该项目至
今尚未完工。区建投公司项目管理部郑某受到党
内警告处分，洪山街城改办南湖路项目拆迁工作
负责人马某某受到诫勉谈话处理，区建设局副局
长陈某某受到书面检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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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协调不力工期把控不严
三年前建设项目至今未完工
洪山区建设局、洪山街工作拖沓，项目推进滞后。

经查，2017年，新沟镇街与蓝盾门业公司签订
项目投资协议，约定在项目开工前完成包括荷包湖
路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2018年9月，蓝盾门业项
目开工建设，但因新沟镇街未及时将约定配套道路
建设内容与职能部门对接，致使荷包湖路项目建设
滞后，直至2020年7月底才完工，较约定时间晚了

23个月。同时，荷包湖路项目代建单位区城投公
司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推进不力，在市作风巡查组
督办后，未按承诺整改时间完成道路建设。区城
投公司荷包湖路项目现场负责人王某受到政务警
告处分，新沟镇街经济服务办公室主任朱某某、时
任城建办主任潘某某等2人受到诫勉谈话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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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协议承诺不兑现
项目延期23个月才完工

武汉临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东西湖区）新沟镇街、区城投公司招
商引资项目配套道路建设滞后，承诺不兑现。

经查，2020年3月23日，我市出台支持企业复
工复产若干政策措施，黄陂区人社局未及时制定
返岗补贴方面实施细则，导致惠企政策无法落地，
企业未能及时享受到政策红利。同时，在面对企

业相关咨询时，区人社局敷衍塞责，推诿应付。区
人社局劳动就业管理局综合办公室负责人阮某受
到党内警告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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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岗补贴实施细则难产
惠企政策惠不了企

黄陂区人社局执行惠企政策不力，服务企业不到位。

经查，2018年1月，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土地
储备中心在未现场核查的情况下，违规为尚未完
成清退的汪集街汪集村、童畈村地块办理了国有
土地使用权证。2018年6月至7月，区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与中交德禄公司签订了土地出让合同，约
定 2018 年 12 月底完成供地。2019 年 7 月、11 月，

市作风巡查组先后两次对该问题进行督办，汪集
街先后承诺于2019年10月、2020年6月完成征地
拆迁工作，但均未按承诺时间整改到位。区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土地储备中心负责人宋某某受到党
内警告处分，汪集街项目办主任魏某某受到政务
警告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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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未腾退就办证签合同
企业迟迟无法开工建设

新洲区汪集街、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审核把关不严、工作推进不
力，企业迟迟无法开工建设。

全市对照庸懒散慢乱浮现象

揪问题列清单
抓整改严问责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 事事都是营商环境 处处都是营商环境
让广大企业和市民在武汉创新创业和生活更舒心放心安心

“在全社会树立‘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都是营商环境、处处都是营商环境’理念，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企业发展我发展，我与企业共繁
荣。这是中法武汉生态示范城投资促进
中心企业服务专员杨微一年前在互联网
上看到的一句话，从此她铭记于心。在
杨微看来，中法生态城是武汉对外开放、
国际合作的金字招牌。良好营商环境需
要大家共同努力、呵护，这块金字招牌就
会越擦越亮。

中法生态城凤凰山工业园现有制造
业企业、商贸服务业、工程建筑业企业近
200家。杨微工作不忙时，都会走出办公

室前往园区转一转，了解企业经营上存
在的困难和需要帮助协调解决的问题，
如企业对园区工作提出改进建议，她也
会一一记在本子上。

“从事企业服务已有两年多，见证了
不少企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杨微表
示，企业发展好不好，直接代表了她这位

“店小二”是否称职,，更关乎着中法生态
城的未来。

“去年，我们通过走访摸排，为园区
内的50余家企业争取到纾困资金，也为

部分困难企业协调减免了房屋租金。”杨
微说，当看到自己的付出得到回报，企业
逐步恢复正常经营，企业负责人面孔由
焦虑转为笑容，内心就有满满的成就感。

杨微表示，作为一名年轻的企业服
务专员，将在今后的工作中发挥担当精
神，不断改进工作方式，主动作为精准高
效服务企业。进一步加强与企业的沟通
和互动，把园区企业的事当成自己的事
来办。

（长江日报记者张衡）

“政策落实等不得、慢不得，奖励性、
补贴性资金早一天到位，企业就早一日放
心。”江汉区科学技术和经济信息化局高
新技术科科长王荆湘介绍，去年全年，该
局共为200多家企业积极落实惠企政策，
发放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奖励、众创孵化机
构认定补贴、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成长奖
励等资金超2900多万元。

“政策落实过程中，我们及时发布项
目申报信息，尽力加快审批，每时每刻都

在与时间赛跑。”不只是服务企业“加速
度”，江汉区科学技术和经济信息化局还
在开展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服务中积极探
索，创新推出了技术合同认定登记上门
服务。“工作人员自带笔记本电脑上门办
公，为6家企业完成了技术合同认定登记
228份，帮助企业实现‘零跑腿’完成技术
合同认定登记。”王荆湘说。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加大政策宣传
力度，加快政策落实速度，更加用心用情

当好服务企业的‘店小二’。”王荆湘说，
在政策宣传上，该局下一步将用好新搭
建的微信公众平台“江汉新动能”，围绕
科技创新政策措施进行相应解读，介绍
科技服务业发展，为企业提供科创资讯，
指导企业准确了解和把握科创政策和产
业政策。“做到企业有疑惑，我们有资讯，
企业有问题，我们有回应。”

（长江日报记者乔驰 通讯员朱素
芳）

洪山区张家湾街区域发展办公室工
作人员代雨表示，武汉市委决定要大力
整治庸、懒、散、慢、乱、浮等问题，紧盯12
项重点治理领域，有重点、有抓手，是对
基层工作人员的一种鞭策。

张家湾街辖区内中小微企业占比
高，尤其是经历疫情冲击后，不少企业
面临市场收缩、融资难等困境。“要把
企业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以只争朝夕

的紧迫感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代雨
说，今年，街道区域发展办公室将转变
思想，靠前服务，主动走访深入辖区企
业，摸清企业经营情况，了解企业发展
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同时，要及时
将最新的惠企政策送上门，做好政策
宣传和解读工作，并在企业申报纾困
资金及相关补贴环节提供全程指导和

“保姆式”服务，全力打通惠企纾困“最

后一公里”。
对于辖区重点企业，将制定“规模以

上服务企业一企一表”，由专人对接联
系，每周收集并上报企业在融资、用工、
纳税、市场、审批、社保等方面存在的困
难和问题，满足企业经营发展多样化需
求，全力支持企业做大做强。

（长江日报记者陶可祎 通讯员吴珍
珍）

市水务集团获得用水服务中心
是该集团为用水企业提供从用水报
装到售后服务的全生命周期协调管
控部门。该中心以用水报装为基点，
整合查勘设计、现场制定施工方案、
确定营业服务方式等业务，同步办
理、一步到位，致力于提高企业获得
用水效率。

“营商环境就是竞争力。”市水务
集团获得用水服务中心负责人吴鹏
表示，继续深化“四办”改革，按照“能
简化就简化、能线上办就线上办、能
不见面审批就不见面审批”的要求，
优化再造供水服务流程；深入推进

“一网通办”“一事联办”，全面构建各
行政审批部门与供水企业信息共享
机制，让信息多跑路，建立全过程、全

时限监控和预警机制，在客户办理用
地规划阶段就主动获取项目信息，提
前开展供水接入服务。供水外线施
工涉及规划、园林、城管等行政审批，
实行并联审批、限时办结；改革升级
供水接入服务，实行“零跑腿、零资
料、零费用”的惠企政策，对社会投资
简易低风险小微项目，提供“五零”
（零跑腿、零环节、零费用、零时长、零
资料）服务，对于市、区级的重点投资
项目或民生项目，提供“先通水后交
费”便捷服务。

吴鹏表示，会切实当好市民的“店
小二”和“水管家”，打造“方便、优惠、
优质、智慧”的“获得用水”营商环境。

（长江日报记者王怡人 通讯员
谢铭辉）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城市管理综
合执法局燃气管理办公室主任孙文
俊介绍，下一步，高新区燃管办将进
一步对标先进城市和先进做法，助力
复工复产。

孙文俊说，为优化营商环境，增
强用户获得感，围绕优化办理流程
和压缩办理时间做了大量工作，目
前，辖区内办理燃气由受理报装、现
场踏勘设计、签订合同、工程施工验
收通气 4 个环节压缩为受理报装和
接驳通气2个环节；办理时限由8—
40 个工作日缩短至 4—25 个工作
日。武汉东湖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
公司2020年投产工商服用户15户，
包含小米武汉总部、光谷二十一小、
光谷第一中学、锦城大院等，从提交

用气意向到点火通气平均用时 2.5
个工作日。

2021 年，东湖高新区燃管办将
督导燃气企业继续扩大各原有定型
套餐的适用范围及管道敷设长度操
作灵活性，最大程度让客户享受用气
实惠和高效服务；研究在原有《燃气
工程建设施工委托合同（定型小工商
项目）》合同基础上，增加供用气相关
条款，进一步减少审批流程，让客户
一次性完成合同签订；探讨工商项目
气源管建设优化方案及措施，加强气
源工程施工监督管控，为优化营商环
境获得用气指标中“办理时限”的目
标达成争取时间。

（长江日报记者王慧纯 通讯员
金婵 潘婷 王凤娇）

中法武汉生态示范城投资促进中心企业服务专员杨微：

“店小二”是否称职，看企业发展好不好

江汉区科学技术和经济信息化局高新技术科科长王荆湘：

落实惠企政策等不得、慢不得
及时发布申报信息尽力加快审批

洪山区张家湾街区域发展办公室工作人员代雨：

主动靠前服务，打通纾困中小微企业“最后一公里”

市水务集团获得用水服务中心负责人吴鹏：

对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小微项目
提供“五零”服务

东湖高新区燃管办主任孙文俊：

督导燃气企业
扩大各原有定型套餐适用范围

对损害

武汉营商环

境 的 人 和

事，勇于亮

剑、敢于说

“不”

（长江日报记者杨荣峰 高萌 通讯员武

治庸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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