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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市场主体准入准营，我市全面推行
企业开办“一事联办”“全城通办”。22日长江
日报记者获悉，武汉市出台市场监管优化营
商环境“23条”，为市场主体创新发展出实招、
送实惠、求实效。

具体举措包括便利市场主体准入准营、
激发市场主体创新发展活力、培育市场主体
质量发展动能、厚植市场主体诚信经营沃土、
平等保护市场主体权益五大方面23条。

企业开办“一事联办”“全城通
办”，企业变更登记1日办结

“23条”要求，全市推行企业开办“一事联
办”“全城通办”。在企业开办环节，设立登
记、公章刻制、涉税业务、社保登记、公积金登
记等事项“一网办理、一表申请、一窗发件”，
实现“一事联办”；在全市全面推行跨区可办，
实现企业开办“全城通办”。同时，满足企业
个性化需求，办照、领章、申领发票、首次参保
登记等事项可自选式分时分次办理。

在登记管理方面，全市将优化市场主体住
所（经营场所）登记管理机制，推行住所申报承
诺制、住所与经营场所相分离改革，进一步释
放住所场地资源；进一步完善一照多址登记管

理办法，简化企业设立分支机构登记手续。
同时，为新开办企业同步免费发放电子

营业执照和电子印章，免费刻制公章，免费发
放税务Ukey，实现企业开办“零成本”。

为破解准入不准营难题，“23条”要求，积极
推进全市“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对涉企经营
许可事项纳入清单管理，落实审批改备案、审批
改告知承诺等举措，探索一证准营、一照通行。

在企业变更、注销方面，开辟企业网上注销专
区，实行企业注销一网办理，简易注销登记公告时
间压缩为20天。实现企业变更登记1日办结。

加强电商领域知识产权执法，探
索推进知识产权证券化

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运用是营商环境
的重要指标。“23 条”要求，加强对新业态、新
模式的知识产权保护，加强电商领域知识产
权执法，激发市场主体创新发展活力。

全市将支持知识产权运营服务平台建
设，建设一批知识产权大数据中心和知识产
权运营中心、高价值专利培育中心；加快基层
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建设，打通知识产权保
护的“最后一公里”。

“23 条”要求，要充分发挥中国（武汉）知

识产权保护中心、中国武汉（汽车及零部件）
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服务功能，为我市重
点领域、优势产业提供快速审查、快速确权、
快速维权等高质量知识产权服务。

在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上，全市将支持知
识产权运营服务平台建设，建设一批知识产
权大数据中心和知识产权运营中心、高价值
专利培育中心。

在探索知识产权金融产品方面，“23条”要
求，我市将重点推进知识产权运营引导基金联
合社会资本设立子基金，引导社会资本以股权
投资方式培育知识产权运营服务机构和知识
产权密集型企业，在努力扩大知识产权质押贷
款规模的基础上，稳步推进知识产权证券化。

对新经济新业态包容审慎监管，
涉企首次轻微违法不罚

“23条”要求，市场监管部门对新经济、新
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等各类市场主体实行包
容审慎监管，用好涉企行政处罚“不予处罚、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三张清单，对企业首次
轻微违法并及时纠正的行为，没有造成危害
后果的，使用“首违不罚”制度。

为减少对企业经营干扰，进一步深化部门

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将更多事项和部门
纳入联合抽查范围，实现对同一对象“综合查一
次”；通过建立和完善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监管机
制，对不同级别市场主体实行差别化监管，除举
报投诉外，对3年内新登记、信用等级高、风险低
的市场主体，年度检查比例不高于1%。

同时，加强涉企价费行为监管，重点规范对
具有法定职责、承担行政部门委托或授权职能、
与政府部门尚未脱钩的中介组织收费行为。

壮大武汉品牌，培育“武汉名品”
10个以上

持续推进质量强市，“23条”要求，建立国
家、省、市、区质量奖培育梯队，培育“武汉名
品”10个以上。

推进国家检验检测高技术服务业集聚区
（湖北）武汉园区建设，全面开展计量、标准、
检验检测、认证、知识产权等一站式质量服务
试点。深入开展质量提升行动，在全市200家
中小企业开展质量提升工程。

聚焦我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制造业、
现代服务业发展需求，制定一批国际、国家、
行业和地方标准，指导培育一批团体标准。

（长江日报记者刘睿彻 通讯员丁恒）

“小王，我又来了。今年在
武汉过年还适应撒，有困难可
以和社区联系，也可以直接联
系我。”2 月 19 日，大年初八，
蔡甸经济开发区（奓山街）常福
社区常福集镇，下沉党员段红
玉得知留汉过年居民王衣布
20 日返岗复工，他再次来到其
家中看望，叮嘱他外出一定要
戴好口罩，加强自我防护，复工
后安全生产不可大意。

今年30岁的彝族小伙王衣
布，老家在四川凉山州，去年11
月他通过老乡介绍，带着父母、
妻子一家五口人离开家乡来到
武汉务工，在蔡甸经济开发区

（奓山街）一企业寻得一份普工
工作，并在离厂不远的常福集
镇租了两间民房安顿下来。

“即使乘坐飞机，回趟家也
要七八个小时。与父母商议后
决定响应政府号召就地过年。
只要一家人团团圆圆、健健康
康地在一起就是幸福。”今年
是王衣布一家第一次在外地过
年,但这个春节他们过得并不孤
单,反而格外充实与幸福。

王衣布介绍，春节前段红
玉等下沉党员上门为他送来了
口罩、米、油等物资，社区也送
来了春联和“福”字。房东还送
来自己包的饺子。

去年以来，常福社区下沉
单位蔡甸经济开发区（奓山街）
党工委分别协调组建起 128人
的下沉党员服务队和15人的下
沉党员突击队，随处可见的下沉
党员，让王衣布生活于此感觉特
别踏实。王衣布说，他每次上
街，都会见到身穿红马甲的下沉
党员，手持小喇叭，边走边播报，
提醒大家做好防护，佩戴好口
罩。春节期间也是如此。

“针对春节期间，居民流动
加大的特点。我们在原有每天
2 人轮值的基础上，补充下沉力量，确保每天有 5 至 6 人
在社区服务，与社区工作人员一起，承担疫情防控任务。”
蔡甸经济开发区（奓山街）下沉党员服务队负责人刘勤介
绍，在构筑起老旧小区常福集镇“红色安全墙”的同时，还
在还建小区福兴小区织起“红色防护网”，党员们化身守
门员，卡口值守、出入登记、测量体温。

位于蔡甸经济开发区（奓山街）腹地的常福社区，现
有居民5918户18000多人，其中流动人口超过3000人。

为掌握留汉过年人员的基本情况，107名居住地社区
下沉党员当起“民意调查员”，积极落实蔡甸区“党员在身
边，服务邻居里”制度，发挥“1＋N”实行联系包保制度优
势，利用休息时间，对所包保楼栋居住情况进行逐一摸排。

下沉党员王伟介绍，他们通过上门走访、电话联系或
居民微信群方式，宣传就地过年政策，收集留汉过年人员
需求，并对42户121名春节留汉过年人员登记在册。

常福社区书记张云州介绍，节日期间，社区联合下沉
党员开展了“迎新春、送温暖”系列活动，针对留汉过年人
员需求，提供写春联、送“福”上门等个性化定制服务。

2月 9日，段红玉与其他下沉党员一同，相继走访了
王衣布等十户留汉过年居民，为他们送去节日祝福和慰
问物资。那天，王衣布握着段红玉的手感谢道：“常福社
区常感到家一般的幸福。”

党员下沉聚合力 为民服务强治理

组织动员篇

长江日报讯（记者陶常宁 通讯员张倩）2月
22 日，拂晓时分，23 岁的程琛已经起床，作为汉
江湾桥一名100吨爬坡式架梁吊机的驾驶员，他
将攀爬至距离桥面86.6米高的拱顶，开始一天的
工作。“几乎每天都可以看见太阳从江面升起。”

早上6时30分，程琛洗漱穿戴完毕，精神抖擞，
此时天刚微微亮，他去食堂吃了早餐，便步行前往施
工现场。系好高空安全带，他先从地面笼梯爬至汉
江湾桥的桥面，然后再从桥面的笼梯攀至拱顶。

长江日报记者看到，拱顶两侧安装了半人多
高的安全护栏，形成一条1.4米宽的施工便道，远
远看去，人就像行走在一道空中彩虹之上。“爬习
惯了，我只要 16 分钟就可以到吊机驾驶室。”程
琛笑着说，一般施工人员从地面到拱顶，大概要
爬30多分钟。

进入驾驶室，程琛首先检查一遍设备，然后听
对讲机指挥，开始工作。“架梁吊机主要工作是架
拱，就是把钢桁拱杆件从水面吊装至半空，进行拼
装焊接，形成主拱，去年11月主拱已经合龙。”他
说，今年1月主桥结构已经贯通，他们现在的主要

工作是拆除施工架子，同时将汉口、汉阳的2台吊
机分别向大桥两端退行，边拆边退。

“坐在驾驶室，除了可以看见日出，还可以看
见汉江两岸，最远可以看到汉阳王家湾汉商。”程
琛笑着说，这样的工作环境，其他人很少有机会
能够体验。

施工方中铁大桥局汉江湾桥项目机械部长
汪一波说，目前汉江湾桥共有 2台 100吨爬坡式
架梁吊机，是目前国内同类型起重最大、爬坡角
度最大的架梁吊机，可以360度旋转。“几名驾驶
员全是年轻小伙子，非常能吃苦，由于目前任务
紧，为了节省时间，他们早上7时上去后，午饭都
是直接给他们吊上去。”

中铁大桥局项目工程部部长周凌杰介绍，目
前汉江湾桥主桥正在进行附属设施和桥头堡施
工，同时进行吊索塔架拆除、架梁吊机退行等；引
桥还有部分箱梁施工。春节期间，有200多名建
设者坚守岗位，初七已经全面复工，目前施工人
员已增至 300 多人，之后还将陆续增加，确保汉
江湾桥4月具备通车条件。

群众休息日来办证

女警赶回岗位加班
长江日报讯（记者尹勤兵 通讯员谢威）“感谢素不相

识的您！”2月21日，春节假期后的第一个休息日，市民何
女士的儿子要到外地上大学，因为担心身份证有效期失
效无法乘坐飞机而焦虑不已，让她感到暖心的是，武汉经
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公安分局户政窗口的一位女民警
放弃休息，专程为她办理了身份证补办换领业务。

当天上午，何女士抱着试一试的想法，领着儿子走进
经开区政务中心，因为是休息日，业务窗口未开放。

在物业工作人员指引下，何女士拨通了分局人口大
队民警朱玉丽的电话。“请问是朱警官吗？我孩子的身份
证过期了，明天一大早就要赶飞机去外地读书，担心搭乘
不了飞机啊。”听到何女士的担忧，朱玉丽耐心向她讲解
了有关规定。朱玉丽告诉何女士，机场、火车站都有临时
身份证明办理业务，不会有太大影响。

尽管如此，电话那头，何女士仍然担心。“何女士，您
别着急，我现在出发过来给您办理换领。”听到民警专门
为自己跑一趟，何女士感到十分意外。此时，朱玉丽正在
汉口，她驾驶私家车赶往单位。

40 分钟后，朱玉丽赶到政务中心大厅，为何女士的
儿子办理了身份证换领。看到眼前这个为自己特意加班
的女民警，何女士及家人十分感动。在微信朋友圈，何女
士写下了感受，“只为一个人而来，感谢素不相识的您。”

长江日报记者了解到，朱玉丽，42岁，曾是一名部队
军医，2006年转业地方参警后，退伍不褪色，坚持把群众
的事当自己的事。类似双休返岗，给遇急事的群众办证，
在沌口户政窗口已不是首次。去年以来，该窗口 2 名民
警、3名辅警多次利用双休和节假日返岗“加班”，其中朱
玉丽经手的就有5起。

在地处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旁中国共
产党纪律建设历史陈列馆展厅，有两张历史
照片吸引了很多观众驻足观看。

“这两张照片是武汉革命博物馆2016年
从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征集而
来的，具有填补国内党史档案空白的重要意
义。”

22 日下午，党史专家、武汉革命博物馆
馆长高万娥告诉长江日报记者，第二张照片
的下方用俄文标记了“1927 年 4-5 月 中共
五次代表大会”。照片正中墙上,从上至下
分别悬挂马克思、列宁、孙中山带木质边框
的照片,左右两侧分别悬挂中国共产党、国
民党党旗以及两行布标语,标语上可见“坚
决的领导农民运动”“资产阶级叛逆后”“努
力团结”等字样。主席台上有两排桌子,坐
有9人,站立4人,台下坐着若干会议代表。

第二张照片中的房顶为中国传统木梁、
人字结构屋顶，木梁上挂满了彩旗和灯笼，
四周墙面贴满标语和宣传画，后墙正中有一
大幅宣传画和放着光芒的五角星。代表们

面向主席台密密麻麻坐满了会场，窗边还有
代表站立，他们神情庄重、聚精会神，不同的
穿着反映代表来自各个阶层，具有明显时代
烙印。

高万娥说，当年武汉革命博物馆向全球
征集中共“五大”相关文物，因为“五大”是在
共产国际指导下召开的，于是派专人去俄罗
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查询档案，发现
了这两张珍贵照片。

“这是中共五大开幕式和五大会议期间
的会场照片。在此之前，从中共一大到中共
五大，学术界尚未发现开会的现场照片。而
这两张珍贵的历史照片，是仅有的反映中国
共产党早期党代会的照片。”

高万娥介绍，1927 年的武汉，是全国革
命的中心。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
汉召开的中共五大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一
次重要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选举产生的首届
中央监察委员会，是中央纪委的前身，也是
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专门的中央纪律检查机
构，开启了党内监督制度创新和纪律建设的

新纪元。
早在建党之初，党就十分重视加强纪律

建设。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的第一个纲领包
含了大量关于纪律要求和党内监督的内容，
如党员“要受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严格监督”；

“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
执行委员会的监督。”二大制订了第一部党
章，并首设“纪律”专章，对党的政治、经济、
组织、工作等方面的纪律都作出了明确规
定。三大采取了一些加强党的纪律、强化党
内监督的措施，以防止个人专断和党内非组
织活动，保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四大通
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修改了
个别关于纪律的规定，使党纪条款更加完
善。除了完善制度建设，我们党对违反党纪
的行为也进行了严肃处理。

然而，由于当时我们党还处于初创时
期，党员人数不多，党的组织机构还很不完
善，主要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下设的中央
组织部、宣传部、工农部等部门。

高万娥说，随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

民革命取得重大胜利，大量共产党员以个人
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各级党部、军队
和政府内任职。这就面临着如何在统一战
线中保持共产党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和
思想上的先进性这样的新课题、新挑战。

在中共四大以前，党员数量不足千人。随
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和工农群众运动的发展，
到1927年4月，党员人数猛增到57000多人，
短短两年多时间，党员数量增加了近60倍。

党员数量的急速扩大，党的队伍快速发展，
而党员教育和党内监督机制一时难以跟上。

尤其是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
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
群众。在极其险恶的局势下，加强党的自身
建设，纯洁党的队伍，严格党的纪律，显得更
加重要和紧迫，建立专门的纪律检查机构被
提上了议事日程。在学习苏联及国民党监
察委员会制度的基础上，中共五大选举产生
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专门的纪律检查机构
——中央监察委员会。

（长江日报记者万建辉 通讯员刘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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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福社区下沉党员化身守门员值守卡口。
长江日报记者张衡 摄

我市出台市场监管优化营商环境“23条”

全面推行企业开办“一事联办”“全城通办”

武汉革命博物馆中共五大两张照片填补党史档案空白

代表坐满会场选出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

确保4月具备通车条件 汉江湾桥建设者每天伴日出开工

中共五大会场历史照片，下方用俄文标记了“1927年4-5月 中共五次代表大会”。刘翔供图

2月22日，中铁大桥局汉江湾桥100吨爬坡式架梁吊机驾驶员程琛正在汉江湾桥的
拱顶上爬坡。 长江日报记者任勇 航拍

中共五次代表大会会场历史照片。

红色基因永传承


